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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杜颖
通讯员刘瑾）记者今天从省文体厅了解
到，省文体厅组织对我省各市县上报的

“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申报材料及创
建情况进行了精心评审，决定命名15个
县市乡镇为2014-2016年度“海南省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

据介绍，获得省级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称号的包括：海口市龙华区（冼夫人
信俗、海南椰雕）、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
（海南公仔戏、海南虎舞）、儋州市（儋州
调声）、文昌市（海南公仔戏）、琼海市中
原镇（传统器乐）、东方市东河镇（黎族
絣染）、五指山市（黎锦）、澄迈县（海南

八音）、定安县（琼剧）、临高县（临高人
偶戏、渔歌）、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
族器乐、黎族歌舞）、白沙黎族自治县
（黎族歌舞、黎族双面绣）、乐东黎族自
治县大安镇（黎族剪纸）、乐东黎族自治
县千家镇（黎锦）、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
镇（崖州民歌、黄流花灯）。

省文体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被命名
的单位的共同特点是该民间文化资源
或艺术形式的群众性、参与性、普及性
和整体性强，已成为当地群众喜闻乐
见、广泛参与的群众文化活动。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是1987
年起由国家文化部为推动民间文化艺

术事业的繁荣发展、丰富活跃基层群众
文化生活而设立的一个文化品牌项目，
至今已开展20余年。我省此次也从省
级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精选了儋州、
定安、临高、乐东、五指山 5 地申报
2014—2016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

海南命名一批省级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共15个 其中5个申报“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刘贡）
今天环境保护部发布2014年9月份及
第三季度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
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74
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空气质量相对
较好的前10名城市分别是海口、舟山、
拉萨、盐城、哈尔滨、福州、厦门、贵阳、
张家口和惠州。这是海口今年自2月份
以来，连续8个月获全国第一。

尽管两个台风影响了5天的监测数
据无法获取，第三季度海口环境空气质

量有效监测天数为87天，但已经达到国
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
2012）一级84天的标准，二级标准的有
3天。

2014年第三季度，海口空气质量优
良率100.0%，一级优占比96.6%，AQI
指数范围为：13-69。2013 年第三季
度，海口环境空气优良率100.0%，一级
优占比 92.4%，AQI指数范围为：14-
94。经对比，2014年第三季度空气质量
同比优于2013年。

经比较第一、第二和第三季度的环
境空气质量一级优占比、优良率、AQI
指数范围几项指标，结果显示，海口
2014年第三季度空气质量状况明显好
于第一季度，略好于第二季度。

据介绍，海口自去年开展城市管理
年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整治以来，不断加
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特别是加大了机
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和扬尘污染防治工
作力度，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明显
效果。

海口空气质量连续8月全国第一
三季度空气质量优于去年同期

三亚垃圾焚烧发电厂
11月底试运行

10月 21日，三亚市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已完成总
进度95%，土建、设备安装都
在进行收尾工作。计划11月
15日垃圾进场，11月底完成试
运行考核，12月具备商业运行
条件。

据悉，项目投产后，每天可
处理700吨生活垃圾，全年发
电可达8500万度。垃圾焚烧
后的炉渣可用于生产市政用
砖，使垃圾变废为宝。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杨春
虹）记者今天从省旅游委获悉，为更
好地规范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市场，
我省继续加大对旅游市场的检查和
监管力度，一批重点旅游市县将日常
巡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规范旅游市
场秩序。

今天，省旅游质监局专项检查组
重点检查了飞禽世界、大东海潜水基
地、鹿回头等景区，共检查导游 32
人，查处“黑导”1 人，非法营运车 1
辆。检查定安飞禽世界时，查出“黑
车”1辆（琼A35822），“黑导”1名，没
收非法所得 5000 元；检查大东海潜
水基地德贝、环球等3家潜水和蓝海
老渔夫海产品交易市场，都是明码标
价、组织有序。

三亚市旅游委昨天出动执法人
员10人次、执法车辆4车次，检查旅

游企业10家次、旅游从业人员27人
次。

执法人员前往海南四海旅行社
有限公司团结街营业部、望海花园
航空售票处、三亚凤凰岛商务咨询
有限公司等进行检查，主要检查旅
行社门市部和航空售票处规范操
作、诚信经营情况；经查，发现凤凰
岛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涉嫌无资质经
营旅行社业务，现场暂扣手提电脑
一部、发票及相关资料。前往海月
广场区域巡查，没收非法旅游小传
单，并驱离非法发放小传单人员 7
人。前往鹿回头公共游艇码头和星
海游艇码头检查，发现海南观光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带团导游马云玲
涉嫌使用电子行程与实际行程不一
致，执法人员暂扣其导游证和电子
行程单。

我省加大旅游市场监管力度

昨查处1名“黑导”

本报讯（记者林容宇 特约记者黎大辉 通讯
员朱德权）日前，“全国生态文化村”经验交流会在
山东青岛举行，会上，我省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红毛镇什寒村和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元门村等
109个行政村被授予“全国生态文化村”称号。据
悉，这是什寒村继2013年度获得“中国十大最美
乡村”称号和2014年度获得“中国最美乡愁村庄”
称号之后，又获得的一块金字招牌。

我省两行政村获授
全国生态文化村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邓海宁）记者今
天从海口市公交集团获悉，由中华见义勇为基金
会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举办的第十一届

“昆仑奖”全国十大见义勇为英雄司机评选活动目
前已进入公示、投票阶段。我省梁其生、郑辉两名
同志入围“十大见义勇为英雄司机”候选人。从即
日起至11月15日，市民可登陆官方网站http：//
yxsj.cnpc.com.cn，为心目中的全国十大见义勇
为英雄司机投票。

据悉，第十一届“昆仑奖”全国十大见义勇为
英雄司机评选活动，是将60位候选人事迹予以公
示并接受群众投票后产生的，根据选票统计情况
评出10名“全国十大见义勇为英雄司机”。

全国十大见义勇为英雄司机评选

海南两名好司机入围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
敲诈和假新闻的案件线索举报。我们
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
一查到底，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
行政执法总队）、66810531（省记
协），举报邮箱：hnx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公 告

人物
档案

梁其生 男，1963年10月出生，海口市公
共交通总公司司机。2014年4月18日9时50
分许，梁其生在驾驶公交车进入海口市人民
天桥的公交站台时，看到1个男子拿1把菜刀
朝1个弱女子砍去，他马上将车停靠在站台
内，跑下车去制止，该男子随后准备逃离现
场，梁其生勇敢上前，与另外2名群众一同将
该男子制服。平时梁其生对坏人坏事总是嫉
恶如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郑辉 男，1974 年 9 月出生，海口市公共
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二分公司司机。2014年4
月27日17时许，郑辉驾驶公交车时发现有2
名男子在车上实施盗窃，郑辉随即告知被窃
乘客，并随乘客一起下车指认小偷。这时，2
男子对郑辉不断威胁、恐吓，其中1人趁众人
不注意转身逃跑，被盗乘客立即向逃跑的小
偷追去。另1人企图殴打郑辉，在和2名群众
携手制服该男子后，郑辉又马上去追跑掉的
小偷，最终，郑辉与群众一同将2男子制服，
并移交给了赶到的民警。 （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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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风纯

当下，乘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
略的东风，海南应正视不足，大胆解放
思想，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籓篱，为全
民健身运动“保驾护航”

10月20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
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将全民健身上

升为国家战略，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
健康水平作为根本目标。《意见》提出了
营造健身氛围、倡导健康生活的多项举
措，将在未来影响每一个积极投身运动
健身的人。（10月21日《海南日报》）

《意见》的最大亮点在于将全民健
身上升为国家战略，足见国家对全民健
身的空前重视。《意见》把全民健身当成
产业发展和扩大消费的基础，目的是推
动全民健身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国家
战略和接地气、惠民生的民心工程。从
某种意义来说，中国的体育产业将会迎
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春天。对海南
而言，就是要勇于解放思想，做好政策
落地工作，在全民健身的春潮中，抓出

“海南特色”，谱写出海南篇章。
从竞技体育的角度而言，海南是一

个体育小省。但从休闲体育、特色体育、
少数民族体育、全民健身运动而言，海南
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海南民间深
受欢迎的九人制排球、足球等项目，就有
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特别是一些黎族、
苗族特色运动项目，既有锻炼健身，又有
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作用。特别是
近年来，我省逐步加大了对体育赛事运
动的投入，通过赛事的影响力，扩大了
海南健康岛的影响，又增强了广大群众
参与全民健身的积极性。如正在举行
的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已连续
举办 9 届，已成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的一张靓丽的体育明片。此外，我省各
市县在推动体育产业发展、推动全民健
身上，立足实际各显其能，可谓亮点纷
呈。如海口的热气球运动、帆船帆板运

动，三亚的沙滩排球、网球赛，陵水的国
家羽毛球训练基地，五指山的国家举重
训练基地，乐东、保亭的登山节，澄迈、万
宁的龙舟节、冲浪节，儋州的马拉松赛，
屯昌的山地自行车赛、乒乓球赛等等，都
已成为当地体育产业的“名片”。在举办
这些相关体育赛事的同时，全民健身的
氛围也深深融入当地群众之中。

但是，不可否认，整个海南体育产业
还处于发展培育阶段，基础还比较薄弱，
发展全民健身运动的硬件还比较欠缺，
制约体育产业发展的政策框框还不少。
当下，乘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的
东风，海南应正视不足，大胆解放思想，勇
于突破利益固化的籓篱，为全民健身运动

“保驾护航”。简而言之，就是各级党委、
政府要提高思想认识，真正重视体育产

业的发展。要将全民健身经费纳入财政
预算。要加大投入，安排投资支持体育
设施建设。积极支持群众健身消费，鼓
励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引
导经营主体提供公益性群众体育健身服
务。体育管理部门要舍得放权，要将《意
见》在海南真正落地开花，大刀阔斧地全
面清理不利于体育产业市场准入和发展
的有关规定，为产业发展“松绑”。

对海南来说，体育基础设施欠缺是
我们的短板，但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后发
优势。在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这项
系统工程中，我们完全可以高起点规
划，加大对健身休闲项目、城市社区健
身圈、校园体育运动、公共体育设施的
投入，抓出特色，抓出亮点，为海南国际
旅游岛建设增添健康产业新内涵。

全民健身应抓出“海南特色”

■ 徐扬

河南新郑餐馆老板“跨区域买盐”
受到处罚经媒体报道后，盐业部门公开
道歉并退还罚款及收缴的食盐。不过，
执法人员执法过程中所凭借的有关依
据，明显涉嫌违反相关法律，理应得到
及时清理。

说到这起“跨区域买盐”风波，很多
人自然会想到盐业的专营问题。国家

确定食盐专营制度有历史沿革，也有现
实需要。不过，专营只是限定生产和销
售主体，并不意味着对市场画地为牢，
更不意味着买卖不能自由。在所有合
法的卖家当中，消费者买谁不买谁完全
是个人的自由，餐馆老板买盐自用，是
明显的消费行为，跟专营没有关系。不
能拿专营说事来侵犯消费者的合法选
择权。

此次“跨区域买盐”风波的相关依
据明显违反法律精神。比如 1993 年施
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就明文规定：政府
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

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
流向外地市场。执法人员对餐馆老板
罚款所依据的《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
其第二十三条规定“饮食加工用盐单
位、营业性饭店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
的集体食堂，必须从当地食盐经营单位
购买食盐”，这明显违反反不正当竞争
法的精神。

有良法才可能有良治，法治是治国
理政的基本方式。打破不当利益观，抓
紧清理有碍公正、不利于发展的陈规旧
制，才能为依法行政打下扎实基础，在
全社会形成信法、守法的良好氛围。

跨区买盐受罚的旧规应清理

■ 郑彤

为有效规范和约束出租车从业人员、提
高服务质量，海口市交通港航信息中心决定为
出租车装配服务评价系统，由乘客对出租车司
机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信息将作为的哥
年 终 信 誉 等 级 考 核 。（10 月 21 日 《海南日
报》）

由乘客对出租车司机的服务打分，不仅有利
于监管部门较直观地了解每一名出租车司机的服
务水平，对于出租车司机而言，也是一顶无形的

“金箍”，对其优化服务态度、提升服务技能都有
着不小的“倒逼”作用。

尽管在具体的执行中，或有“乘客懒得打
星、的哥自己赞美”的可能，以及“车都难打
到，谁还去挑星”的尴尬，但只要不额外增加出
租车司机的负担，从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管体
制、防范职业失范来看，确是件好事。

不过，在不断加强出租车司机职业道德建
设、积极提升出租车司机服务水平的同时，对于
出租车公司，是否也可依据《海口市出租汽车客
运管理条例》等法规，借鉴这种模式，由乘客、
出租车司机和交通执法人员来“打星”，进行

“信誉考核”、“末位淘汰”？毕竟，一些出租车司
机的欺客宰客，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其公司的管理
漏洞密不可分，而且，也确有出租车公司存在侵
犯出租车司机权益的新闻不时爆出，如司机“被
收茶钱”、“被办卡透支”、“被借款”、“被内部高
价修车”等。

不断提高出租车行业的服务水平，并非一项
只与出租车司机相关的工作，也并非一项只与出
租车行业有关的内部改革，而是一个社会层面的
整体工程。不仅需要出租车司机“常洗车”、“常
查障”，需要出租车公司“多向前看”而非“只
向钱看”，还需要平坦的道路、顺畅的交通、法
治的管理、文明的乘客等大大小小的“硬件”与

“软件”作保障。
只有与出租车运营有关的每个环节、每个当

事者，都有“打星”的权力，和“被打星”的监
管，并在“星光”的照耀下日益出息，出租车行
业的服务，才会多出彩，少出岔。

不妨也给出租车
公司打打星

据新华社报道，2013年全国公共
财政科技支出超过5000亿元，但存在
科研资源利用效率低、科研经费监管
失控、“跑冒滴漏”流失严重的问题。值
得关注的是，《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
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于
近日获批。

虽然各级财政对科研投入不菲，但
这些经费并没有高效、足额用在科研
中，产生了大量浪费。尤其令人痛心的
是，一些地方的科研管理部门、一些高
校和学术机构频频曝出科研腐败丑
闻。此外，科研项目还普遍存在多头管

理、重复立项等问题，一些科研人员在
使用经费时随意性大，浪费严重。这些
极不正常的现象，严重危害了科研事
业，影响了科学技术创新步伐，必须得
到改变。新方案的出台，将在很大程度
上变革科研投入管理体制，有助于从源
头上解决以上问题。这正是：

科研管理真浑浊，
经费流失何其多。
源头治理需慎思，
大胆改革去沉疴。

（文/石言 图/李倩）

@央视评论员：贪官外逃，有巨资，
可免罪责？花大钱，可买安全？无引
渡，可得豁免？这两天，中澳将联手查
扣中国贪官在澳资产的消息不胫而
走。释放出的强烈信号夺人眼目：贪官
的“三大幻想”恐怕要被打破了。

@新华视点：官员拒绝请托，被请
托者拍桌质问：全市都归你管，法院能

不听你的？有人为拒绝请托官员叫好，
有人震惊请托者的气势汹汹，更多人在
忧虑如何让权力服法。法令不行则“潜
规则”横行，依法治国先要权力入笼，不
立纲纪难以取信于民，关好笼子才能防
止老虎伤人。

@中国青年报：不应简单批评“公
务员加班叫苦”。公务员叫苦加班、出
差，一是对不能完全落实国家规定的工
时制度、享受休假权利的抱怨；二是对
不能像其他行业一样享受加班费的不

满，与“感叹公务员不好当”是两回事。
因此，“哪行不加班，为何放在公务员身
上就是苦了”的说法并不妥当。

@南都评论：根据现在的司法实
践，当消费者因为复制银行卡等违法犯
罪行为遭遇金融诈骗，损失钱财的时
候，法庭一般会判决银行承担主要的，
甚至是全部的责任。那么从这个角度
来看，银行免费为消费者换“芯”卡，也
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负责，所以换卡的费
用，理应由银行来买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