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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兴至枫木段 摊铺路面近八成 九所至八所段 左幅施工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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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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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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网址：http：//www.tax.hainan.

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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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公 告

本报永发11月28日电（记者侯小
健 特约记者陈涛）昨天上午11时许，运
梁车将一片长30米、重约80吨的大型箱
梁运至海榆中线东山大桥工地，架桥机将
箱梁起吊缓缓移动，准确落在桥墩盖梁上
……这是海榆中线永兴至枫木段改建工
程施工现场一角。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
获悉，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该改建工
程正加快推进，至今年10月份，累计完
成投资3.8亿元，占项目建安费的74%。
已摊铺路面74公里，占总长的77%。

“我们正抓住眼下有利的施工时机，
加大机械和人力投入，日夜加紧施工，确
保明年春节前通车。”海榆中线永兴至枫
木段公路改建工程代建指挥部执行指挥
长曾毅表示。

记者日前驱车疾驰于海榆中线永兴

至枫木段，只见原坑洼不平的大部分路
段已为全新的沥青路面所替代，永发、新
序等过镇路段也改为宽敞的水泥路，车
行路上，令人舒心。据介绍，过镇路段路
面已由原来的9米拓宽至12或16米。

在海榆中线59公里新兴镇路段，记
者看到，两台大型摊铺机正在摊铺沥青
路面，一部部压路机来回碾压。5米、10
米……全新的沥青路面正向前延伸。“为
确保施工质量，我们将加强施工现场监
理，主要是控制摊铺沥青温度、厚度和压
实度，每铺一段，压路机得来回碾压7遍，
以确保路面的压实度。”海南交通建设咨
询有限公司路面专监周昌龙介绍说。

“我们共投入两台摊铺机，钢轮、胶
轮压路机各3台，一天可摊铺1公里多，
余下22公里的路段正加紧摊铺，力争

12月全部完成。”曾毅说。
全长388米的东山大桥是海榆中线

永兴至枫木段公路改建项目的关键节点
工程，于去年8月30日拆除重建。经过一
年多的建设，一座全新的大桥已初展雄
姿。一座座桥墩拔地而起，部分预制梁已
吊装，大桥主跨现浇梁已完成75%。大桥
施工现场呈现一派火热的施工景象，现场
机声隆隆，焊花飞溅，工人们正紧张施工，
有的在吊装，有的在绑扎钢筋，有的在装
模，有的忙于桥面铺装……

“大桥下部构造已于7月完工，10月
开始架梁，北岸四跨32片梁片已架设完
毕，南岸已架5片，计划12月中旬架完。
预计明年1月20日左右大桥合龙。”曾毅
说。另悉，全线8座中小桥梁已全部建
成。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侯小
健 通讯员白衡）备受关注的G98环岛
高速公路九所至八所段及邦溪至白马井
段改建工程正加快推进，右幅已完工通
车，眼下已转入左幅施工。各标段负责
人表示，施工队正克服沿线碎石供应不
足等困难，加大机械投入，抢抓时机加快
施工。据省交通运输厅统计，目前左幅
沥青混凝土路面铣刨已完成84%，水泥
稳定碎石基层完成66.5%。

“省交通部门将督促施工队加紧施
工，确保明年春节前全线完工通车。”省交
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西线高速九所至八所段及邦
溪至白马井段改建工程全长102公里，去
年12月中旬启动右幅改造工程，今年9月
底，右幅完工通车，之后转入左幅施工。

各标段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今年来，
由于受沿线碎石供应不足、碎石运距增
加、两次强台风袭击、部分市县限电等诸
多因素影响，导致工期延误。尤其是台
风“海燕”致工地的新建板房损毁，所有
临建工程需重新建设，前后影响工期达
一个多月。

目前，各施工队正优化施工组织，加
大机械投入，在确保施工质量的前提下，
按标准化施工，全力推进工程进度。截
至10月底，该项目已完成投资5.49亿
元，八所至九所段左幅沥青混凝土路面
铣刨已累计完成总量的88%，水泥稳定
碎石基层累计完成总量的63%，冷再生
泡沫沥青层累计完成总量的53%；邦溪
至白马井段沥青混凝土路面铣刨完成
80%，水泥稳定碎石基层完成70%。

大型石玉展海口开展
11月27日，由海口市社科联和海口市收藏协

会等联合举办的“海南之冬”大型石玉展在海口万
华广场举行。图为一名展销商展示羊瓷器。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本报牙叉11月28日电（记者徐一
豪）近日，白沙黎族自治县教育局在白沙
中学为新成立的 10个名师工作室授
牌。作为白沙县“美丽学校”计划的重要
内容，该县在“美丽教师”培养方面终于
有了属于自己的新平台。

白沙教育基础差、底子薄。近年来，
白沙县委、县政府把“美丽学校”建设纳
入“美丽白沙”的蓝图，作为一项重要工
作来落实。白沙县副县长韩永胜介绍，
白沙“美丽学校”建设包括“美丽教师”培
养、“美丽校园”建设、“美丽课堂”构筑、

“美丽学生”培育等在内的7项工作。
白沙元门乡位于巍巍鹦哥岭脚下，

长期以来，孩子们在求学之路上翻山越
岭，条件颇为艰苦。如今，改建后的元门
中心学校占地40余亩，另外还配套了

10亩植物园。校园内楼宇俨然，教学
楼、宿舍楼、综合楼、食堂等宽敞明亮，设
施设备齐全，新建的39套教师周转房，
解决了边远地区教师的住宿难题。

尽管白沙财力有限，但在教育方面
的投入却十分坚决。为了打造“美丽校
园”，2012年以来，该县共投入1.2亿元
用于全县各类学校的建设。此外，县财
政还1：1配套了省里在教育方面的投
入，大大改善了办学条件。

11月25日中午，记者在邦溪中心
学校食堂看见，午餐两荤两素可供孩子
们挑选。“学生餐标每天12元，学生自掏
9.5元，其余由镇政府补贴。”邦溪中心学
校校长陈家甫介绍说。

白沙教育局局长李天文介绍，2014
年白沙县全面落实资助政策，为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和学生提供补助，共投入
2524万元，其中公用经费补助1366万
元，家庭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810万元，
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297万元。免费提
供作业本补助51万元，受益小学生2.3
万多人；投入87万元，为600多名高中
困难生提供补助。

此外，为全面提高教师水平，白沙县
今年来通过岗上培训和走出去、请进来
等多种形式对教师进行师德、专业知识
和技能的培训。同时，依托优秀教师成
立的10个名师工作室，以名师带动教师
队伍。

白沙各学校还组织力量编写体现黎
族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校本教材，部分
学校还开设了织锦课、钢琴课等特色课
程，方便学生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

白沙开展“美丽学校”教育计划

让山区孩子“学有优教”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侯小
健 通讯员周金丽 何芸）从今天起，铁
路部门对互联网、电话订票的起售时
间进行调整。记者今天从粤海铁公司
获悉，从今天起，海南地区11个站点
发售最新一日车票（预售期内可购买
的最早一日）起售时间调整为 13:
30。12月1日起，火车票预售期将作
调整。

从12月1日起，火车票预售期将分
步延长至60天。互联网、电话订票预售
期12月1日由现行20天延长至30天，

12月2日预售期由30天延长至36天，
12月3日预售期由36天延长至42天，
12月4日预售期由42天延长至48天，
12月5日预售期由48天延长至54天，
12月6日预售期由54天延长至60天，
12月7日预售期为60天。

车站窗口、代售点窗口、自动售票
机等售票方式的预售期分别为：12月1
日为28天，12月2日为34天，12月3日
为40天，12月4日为46天，12月5日为
52天，12月6日为58天，较互联网、电
话订票预售期相应减少2天。

火车票放票时间改为13:30
预售期将分步调整至60天

11月27日，万宁市东澳镇裕后村，工人们正在将自来水管道铺设入户。三年前，自来水主
管道已拉到村头，但种种原因导致入户管道一直未完善，造成百姓只能靠手压井用地下水。

为了打通自来水进村入户“最后一公里”，万宁市今年把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列为为民办实事
十大重点项目之一，投资3000多万元，解决2.2万人饮水不安全问题。

本报记者 王凯 通讯员 曾觉 摄

万宁：
自来水入户
饮水不再难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刘贡
通讯员庄国鹏 李凡）一股热带低压已
于今天凌晨进入南海，8时加强为今年
第21号台风（热带风暴级）“森拉克”。
海南省气象台28日10时发布台风四级
预警。

此后，“森拉克”以每小时25公里
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缓
慢加强，预计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
（10级），并逐渐向越南南部一带沿海
靠近。

“森拉克”英文名：Sinlaku，来源

于密克罗尼西亚，为传说中的女
神。21时，“森拉克”位于距离海南
省三沙市南沙群岛永暑礁东北方向
285 公里的南海南部海面上，最大
风力 8 级，20 米/秒（约 72 公里/
时）。

29日，黄岩岛附近海域以及南海
中部和南部海域将有7-8级大风，“森
拉克”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的风力有
9-10级，阵风可达11级。

预计“森拉克”将于29日夜间至
30日凌晨在越南南部一带登陆。

“森拉克”台风向越南南部靠近

南海海面风力达8级

本报三亚11月28日电（记者张靖超 通讯员
徐喆）日前，三亚市交警支队出台规定，每天的上
午6时30分至23时，总重量4.5吨以上的工程
车、重中型货车、混凝土搅拌车等重型车辆不得进
入市区道路行驶，低速载货汽车和三轮汽车（农用
车）也不得在此时段进入市区。

据三亚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此后，上
述车辆的限行线路包括凤凰路新一中路口至下洋
田环岛路段、榆亚大道水业大厦路口至解放一路
环岛路段、大东海和鹿回头地区全部路段、临春河
路全段、河东路全段、河西路全段、迎宾路劳教所
路口至海月广场路段、解放路全段、金鸡岭路武警
路口至咖啡时间路口路段、三亚湾路海虹广场至
凤凰岛路段、胜利路全段。

该负责人表示，此举旨在缓解三亚城区道路
交通拥堵现象，减轻道路通行压力，确保道路通行
安全、畅通、有序，为保证此规定得到落实，三亚交
警近期对限行车辆违禁令入市区行为进行严查，
在各个入市口设卡拦截，对于偷偷进入市区的重
型车，交警部门将对其进行查处，此外还对其改
装、超载等其它违法行为一并处罚。

三亚重型车限时入市
限行时间从6时30分至23时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张中宝 刘贡
通讯员陈建丽）作为我省广告行业的一大盛会，为
期三天的海南广告及LED城市景观照明展览会
今天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广东、浙江、
山东及海南等地100多家参展商及知名品牌汇聚
海口，成为广告行业“一站式”交流合作平台。

在今天的展会现场上，记者看到，这里汇集了
“艾比森”等广告行业的原产厂商、知名品牌，雕刻、
喷绘、写真、激光等众多生产企业组合参展，尤其是
集木工、石材、玻璃、钢铁一体化的多功能雕刻切割
机等技术，更是备受参观者的关注。

据介绍，本次展会由省贸促会主办，海口市会展
局支持，省光电照明行业协会、省节能减排协会、海
口市会展行业协会和海南展旭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承
办，主要分为广告“四新”（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
新媒体）展区和城市亮化与LED节能照明展区，展
出了广告设备、广告材料、广告标识、会展器材、户内
外广告、户内外大屏、节能照明技术与产品，以及城
市景观亮化及配套设施等全产业链产品。

海南广告及LED展览会
海口开幕
100多家厂商及知名品牌参展

海榆中线
西环高速 改建将于春节前完工

◀上接A01版
据了解，考核采取自上而下，分

级组织召开述职评议会议的形式，
市、县、乡党委书记在述职评议会前需
要认真撰写述职报告，实事求是总结成
绩、查找问题、提出对策。这份特殊的

“答卷”不仅要在述职评议会上，接受上
一级党委书记以及参会人员的现场点
评、评议，还要在会后通过本地新闻媒
体摘要刊发，接受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群
众的监督。

《实施方案》指出，要强化考核结果
的运用，把基层党建工作开展情况作为
评价党委领导班子和党委书记政治上
强不强、实绩好不好、作风正不正、工作
称职不称职的重要标准，作为衡量教育
实践活动成效的重要内容和选拔任用
干部的重要依据。

此外，机关、高校、国企等行业系统
党委（党组）要参照地方党委的做法，结
合实际开展党委（党组）书记抓基层党
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

基层党建工作今后每年“期末考”

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