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10月24日讯 （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高鑫）为帮助海口三门
坡镇受灾群众、失地农民、贫困村庄
农民实现转移就业，减轻因台风“威
马逊”、“海鸥”对当地农民带来的经
济影响。24日上午，主题为“促富余
劳动力转移就业 ，帮三门坡农民灾
后增收”招聘会在海口市琼山区三门
坡镇政府大院内举行，当天入场求职
人数超 1100 多人次，达成就业意向

的有323人。
据介绍，今年由于台风“威马

逊”、“海鸥”先后袭击海口，三门坡
镇所种植的橡胶等热带作物受灾严
重，为减轻台风造成的经济影响，并
促进三门坡镇及周边失地农民及农
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就业再就业，海口
市人社局和海口琼山区人社局联合
举办了该场灾后招聘会。此次招聘
会到场企业42家，提供岗位856个，

主要是本地企业和临近地区企业，涉
及家政、安保、服务、制造等多个行
业。

正在认真填写招聘材料的三门坡
镇居民符先生告诉记者，这场招聘会
真是台风过后的“及时雨”，之前一直
在为家里主要经济来源的热带作物受
灾后该怎么办而发愁，现在政府就将
就业工作的机会送到了家门口，真是
贴心又方便。

海口三门坡举行农民灾后增收专场招聘会

家门口送“饭碗”真贴心！

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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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积花拟将其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东方国用（八
所）字第 0301号]转让给海南南盾荣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该宗
地已于 2009 年 3 月 23 日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2009]23号），目前该宗地已建 1间仓库，建筑面积为 1406平方米。
该宗地位于八所镇东方大道北侧，土地面积为 2800平方米，土地
用途为商住混合用地；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四至为：东至海南八所
东发实业有限公司，南至东方大道，西至王发松，北至王发贵，坐标
为：J1（X114255.091、Y21420.155），J2（X1142423.646、Y21458.941），
J3（X114177.572、Y21438.928），J4（X114188.62、Y21400.026）。凡对
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 15日内送我局地籍岗，逾期未提出异议，我局将按规定为
该宗地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公告

东方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10月21日

为保障桥梁安全，根据海口市新大洲大道斜板桥检测的

需要，将于2014年10月26日零时至2014年10月26日6时

对海口市新大洲大道斜板桥进行桥梁检测施工，届时将对该

路段进行交通管制。途经该路段车辆请按交通指示牌或现场

交通警察的指示绕行，不便之处，尽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海口市桥梁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25日

公 告
经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

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于琼中县湾岭镇田东岭一带，面积为500亩
农业用地，用途用于种植业和畜牧业等农业开发利用，地块编号为02001—
2014001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竞买人资
格：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只限法人或其他组织独立竞买。属境外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须提供境外公正部门的公证书。二、确定竞得人的规则：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规则确定竞得人。三、
挂牌起始价及竞买保证金：本次挂牌出让地块的挂牌起始价为人民币3565万
元，竞买保证金为3565万元。四、标的展示与竞买咨询、报名时间及资格确
认：1、标的展示与竞买咨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4年11月24日上午11时前，
到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咨询和索取《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农业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该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2、报名时间：
2014年10月27日至2014年11月24日上午12时止。3、资格确认：经审查，竞

买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具备申请条件的，将在2014年11月24日下午
5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五、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1、起始时间:2014年
11月15日上午8：30；截止时间:2014年11月26日下午3:00。2、受理报名、报
价时间:上午8:30至11:30下午2:30至5:00。3、地点：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
土环境资源局。六、开发建设要求：竞得人取得土地后，应严格按规划要求进
行开发，严禁进行非农业项目开发建设。七、其它事项：1、交纳竞买保证金以
2014年11月24日上午11时前到账为准。2、本次挂牌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
价，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3、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农业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
告的组成部分。八、联系方式：联系电话：（0898）66532003（吴先生）86225309
（冯先生）联系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21层B座

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国有农业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二0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税收秩序，共建和

谐税收，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欢迎社会各界

对税收违法行为进行检举。我们郑重承

诺：严守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

检举的税收违法行为经立案查实处理并依

法将税款收缴入库的，依照相关规定给予

奖励，检举奖金数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举报电话：66969110；或12366转2号键

举报网址：http：//www.tax.hainan.

gov.cn

举报受理部门地址：海口市城西路18号

地税大厦4楼409房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公 告

本报三亚10月24日电（记者黄媛
艳）记者今天从三亚市政府获悉，三亚将
进一步加强规划管理集约利用土地，今
后该市土地一级开发一律由政府负责实
施，经营性建设用地一经出让，不再受理
土地变性等申请，商品住宅户型面积必
须在80平方米以上（含公摊），在既有产
业园区的基础上，该市还将规划若干个
新兴产业园区。

根据三亚行政区划调整，三亚将

按照“主城区+区政府所在地”的发展
框架，在两年内完成行政建制区及重
点区域城乡规划编制，实现控制性详
细规划覆盖。划定耕地、林地、山体、
海域、海岸线、水系、湿地等生态保护
红线，强化自然资源和生态空间管控，
25度以上坡地只能建设保护性生态景
区，禁止用于建设酒店、开发房地产或
其他带有住宿功能的经营性项目。在
海棠湾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区、崖州创

意产业园、吉阳动漫产业基地等园区
的基础上，三亚将再规划若干个新兴
产业园区，引导重大产业项目落地，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

今后，除因公共利益需要或城乡规
划调整占用土地权益人部分经营性建设
用地，政府可按法定程序对规划条件进
行调整外，经营性建设用地一经出让，不
再受理土地权益人的用地性质和容积率
变更申请。三亚将合理控制普通商品住

宅开发，商品住宅面积必须在80平方米
（含公摊）以上，鼓励房地产业与该市重
点支持的其他产业融合发展。

今后，三亚土地的一级开发一律
由政府负责实施，不再与企业合作实
施新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土地征收
一律由政府统一实施并按规定收储。
对目前有企业参与的土地一级开发合
作项目要加强管理和监督，规范土地
一级开发区域土地供应，防止企业“圈

地”、“囤地”。
三亚将规范土地使用权占用补偿管

理，占用以出让方式供应的土地，原则上
以货币补偿方式收回，若被占用后剩余
的土地不能正常使用，且同时满足原土
地面积不小于10亩、按等值原则测算后
用于置换的土地面积不小于10亩、用于
置换的土地价值相对于原土地价值溢价
不超过10%等条件，土地权益人可申请
采用置换土地方式进行补偿。

三亚土地一级开发一律由政府负责
经营性建设用地一经出让，不再受理土地变性等申请

本报营根10月24日电（记者林容宇 特约
记者黎大辉 通讯员朱德权）今天，记者从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在海口举办的“2014海南欢乐节琼
中分会场暨琼中绿橙乡村旅游季推介会”获悉，今
年琼中首推以绿橙产业、绿橙品牌为主的绿橙乡
村旅游季活动，将推出以绿橙观光、体验、采摘等
为主的绿橙旅游季一系列活动。一共有70多家
旅行社参加了该场推介会。

为提升琼中“奔格内”（黎语，“来这里”之意）乡
村旅游品牌，今年琼中县首次举办以“绿橙狂欢季，
乡村嘉年华”为主题的2014年琼中绿橙乡村旅游
季活动，将“琼中绿橙”与“奔格内”乡村旅游有机结
合，使“琼中绿橙”产业和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得到进
一步巩固和提升。

据悉，琼中绿橙旅游季活动历时80天，即从
10月17日开始到明年元月2日，推出一系列与琼
中绿橙产业相关的旅游活动。10月17日在琼中
绿橙良种繁育示范基地举行的“2014年琼中绿橙
乡村旅游—绿橙开摘仪式”，正式拉开“2014年琼
中绿橙乡村旅游季”活动序幕。从10月25日至
2015年1月2日，琼中还将以一系列活动为绿橙
乡村旅游季添一把火，届时将邀请游客到各绿橙
园及旅游线路体验进园采摘绿橙乐趣，认养认购
绿橙；举办绿橙亲子植树仪式、吃绿橙比赛；游览

“奔格内”乡村旅游线路；针对不同时段、不同类型
的游客推出自驾路线、徒步路线、团体路线、一日
游、二日游精品旅游线路；举办乡村音乐会、篝火
晚会、对歌赛、绿橙乡村运动会、绿橙超市、绿橙露
营大会，摘桑养蚕，感受琼中自然风光、品味黎苗
文化等活动。

琼中首推绿橙乡村游

绿橙邀您“奔格内”

10月24日，在儋州市光村雪茄风情小镇，一座座设计独特的高塔楼阁立在湖边，十分迷人。据了解，儋州市光村
雪茄风情小镇是海南省重点项目，目前该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预计今年年底部分设施就可以投入使用。该项目是
一个集养生休闲、旅游、文化、购物、参观多元化于一体的文化旅游项目。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谢振安 通讯员 张琳 摄

光村雪茄风情镇主体完工

本报海口10月 24日讯 （记者马
珂）“再找不到抗毒蛇血清，他生命可能
有危险。”10月22日晚，海南日报记者
接到来自白沙黎族自治县一名护林员的
求助电话。当地一位农民被毒蛇咬伤，
而能够救命的抗毒蛇血清却无法找到。
得知此情况，省卫生计生委负责人立即
派人协调，全省寻找抗毒蛇血清。目前，
受伤男子已经被送至海口市的解放军
187医院治疗，并注射抗蛇毒血清，无生
命危险，近日可出院。

据了解，10月 22日 11时左右，伤
者符先生被蛇咬到后，护林员给他吃了
蛇药。白沙县人民医院急救人员赶到
后，对其进行现场处理，但能够救命的
抗毒蛇血清白沙县人民医院却没有。

“如果3天内不能注射抗毒蛇血清，很
可能会威胁患者生命。”白沙县人民医
院医生说道。

情急之下，护林员联系到海南日报记
者求助。记者将情况反映给海南省卫生
计生委，该委负责人立即要求相关处室负
责人联系省内各家医院寻找抗毒蛇血
清。最终在解放军187医院找到储备用

药，同时国药控股海南有限公司得知该情
况后，立即准备了“康复蛇毒血清、抗五步
蛇毒血清”，启动急救药品配送应急预
案。最终经医院诊断和伤者要求，伤者被
送到解放军187医院进一步治疗。

据了解，符先生在解放军187医院
注射了康复蛇毒血清，并用蛇药让符先
生口服外敷，目前无生命危险。

白沙男子被毒蛇咬
多方努力帮其脱险

解放军187医院外一科主任吉健勇
提醒，应该尽量避免在杂草茂密的乡间
小路行走，如不幸被毒蛇咬伤，应急时送
正规大医院救治。被蛇咬伤后，应立即
用小刀把伤口切开，挤出毒血，用清水、
矿泉水反复冲洗伤口，并用止血带、鞋
带、藤条等在伤口上方 3 到 5 厘米处结
扎。若有确定口腔内无溃疡、伤口时，也
可用嘴将伤口的毒血吸出，事后必须漱
口。被蛇咬伤后，最好能记住蛇的形状、
样子，这样可以让医生注射相应的抗蛇
毒血清。

| 医生提醒 |

被毒蛇咬伤该如何急救？

本报海口10月24日讯（记者洪宝
光 通讯员周泓林 秦大豪）“辣椒常见病
虫害有疫病、青枯病、蚜虫、白蜘蛛、茶黄
螨、病毒病等。疫病可用氧氯化铜、绿亨
一号、敌克松等喷淋防治。”今天，在临高
县临城镇举行的临高县2014年农村残
疾人实用技术培训班上，来自加来农场
作业区8队的符发华一一记录着辣椒种
植注意事项。

“这次培训非常有用，让我大开眼
界。”符发华告诉记者，去年他开始种植
辣椒，因技术不过关，导致收成不高。今
年通过培训，他掌握了辣椒种植的相关
技术，他觉得这样的培训非常及时。

据了解，本次培训内容包括水稻、辣
椒、南瓜的栽培技术、施肥技术、农作物
病虫害防治以及家禽的饲养与预防相关
课程。用通俗易懂的临高方言进行了深
入浅出的生动授课，运用讲实例、作对比
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并对学员在从
事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和疑问
进行了详细地解答，使学习内容易于理
解，易于接受。

据了解，这次培训分为两期共10
天，从10月 16日开始培训，培训人数
200人，参加培训的学员都来自各镇（农
场）的残疾人专职委员及有要求提高劳
动技能愿望的残疾青年。

传授实用种植养殖技术

临高助残疾人增收一臂之力

本报那大10月24日电（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符映壁）“各位农民兄弟，大家
快来拿法制资料。”“给我一份”、“资料编
得真好”、“我得好好看一看、学一学”……
今天，在儋州望海国际广场项目工地上，
一场送法、学法的活动热烈进行。

此次活动由儋州市总工会和市司法
局联合组织开展，采取法律咨询、法律知
识有奖竞答、发放普法宣传资料等多种
方式。

“2013年 12月 24日，我弟弟在一
处工地做工时，不慎从三楼摔到二楼，造

成骨盆粉碎性骨折。医疗费已付，包工
头被抓，但单位不赔偿相应费用，怎么
办？”农民工孙某挤到桌前，急切地问。

“我给你提三点建议。”他面前的一位律
师当即予以解答，“一是可以通过劳动仲
裁部门申请工伤赔偿；二是以损害赔偿
直接起诉到法院，通过法院审理判决途
径解决；三是通过工会调解来解决。”

据了解，活动现场共为400多名农
民工分发《劳动法》、《法律知识手册》等
法律法规书籍和宣传资料 2000 多册
（份）。

儋州律师上工地
为400多农民工解惑

送解药

本报海口10月 24日讯 （记者洪
宝光）1400多个工作岗位，不足1000
人进场求职，仅107人与企业达成意
向。这是今天举行的第三届“千企万
岗”金秋人才交流博览会给出的答
案。

“工作岗位并不是很理想，招聘的
更多是销售员，待遇又不高。”来自儋州
的李得昌是一名大专生，他觉得进场招
聘的企业是不少，然而走了几个来回，
发现大多企业招销售员，这让他多少有
些失望，更重要的是销售员岗位的待遇

也只有2000元左右，与他所期待的待
遇有点出入。

据了解，今天进场招聘的企业以贸
易实业和科技行业的公司居多。吸引
了包括海南琼基贸易有限公司、金盘电
气、金海浆纸、精功眼镜、恒大地产等
102家公司进场招聘，除了招聘技术人
员外，有超过一半的岗位是招一线销售
人员。

爱康企业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海口办事处的营销经理刘德伟首次
到人才市场招聘员工，等待了一个上

午，收到的简历寥寥无几，让他非常
苦恼。刘德伟表示，其实公司开出的
销售员待遇并不低，然而却难吸引求
职者。

102家企业进场招聘，提供1400多
个岗位，引来不足1000名求职者，达成
初步意向仅107人。

采访中，省人力资源市场负责人建
议，求职者从自身做好职业规划积极开
拓未来的同时，需要调整好心态，正确
地分析和评价自己，先就业再择业也是
一个不错的选择。

“千企万岗”招聘会提供千余岗位，仅107名求职者有意向

“橄榄枝”无人接

本报万城10月24日电（记者苏庆明 特约
记者陈循静 通讯员李静）近日万宁市发生一起拖
欠农民工工资事件，经有关部门介入调解后得到
圆满解决。

10月17日，万宁市检察院兴隆检察室在走访
中发现，兴隆区美丽春天房地产项目承包方海南某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导致
40多名农民工情绪激动，很可能引发集体上访事
件。得知这一情况后，市检察院要求兴隆检察室立
即协助兴隆旅游综合执法服务管理局（下称旅游管
理局）介入协调解决这一问题。最终，在检察室和
管理局的协调下，承包方与农民工代表当日即达成
和解协议，并将所欠工资款62万多元全部结清。

万宁40余农民工
被欠薪62万多元
该市检察院协调妥善解决

◀上接A01版
责成6个单位11人进行整改并向县纪委作出情
况说明或检讨，促使全县党风政风积极转变，为民
务实清廉在干部队伍中蔚然成风。

“作风连民心，作风定成败。干部的作风建
设，历来是党的建设的重点，也是人民群众关注的
热点。因此，从严治党，就必须强化作风建设，持
续整治‘四风’和‘庸懒散奢贪’。”李江华表示，临
高将把强化作风建设作为从严管党治党的重要抓
手，紧紧围绕和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的要求，按
照于法周延、于事简便和突出重点、统筹推进的原
则，落实主体责任，把为民务实清廉具体化、规范
化，为干部作风划出“红线”、标出“雷区”、架起“高
压线”，规范了权力运行，堵塞了滋生“四风”的漏
洞，从而有效实现从严治党。

李江华表示，从严治党是我们党治党的重要
原则，也是党组织永葆活力的法宝。今后，临高县
委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特
别是从严治党的重要部署，以活动结束作为改进作
风的新起点、从严治党的加油站，深入践行党的群
众路线，切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定不
移、毫不放松，全力打好党风建设这场硬仗，“让改
进作风成为一种习惯，让从严治党成为一种常态，
为推动临高科学发展、绿色崛起、后来居上积累风
清气正强大的正能量。”（本报临城10月24日电）

强化作风建设
让从严治党常态化送法律

真闹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