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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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x-
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公 告

本报海口1月 10日讯（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韩海光）在广东电网的帮扶
下，海南电网配网防风加固工程加快推
进。2014年第一批配网防风加固改造
工作已进入收尾攻坚阶段，第二批改造
投资计划已下达，投资额约3亿元，改造
线路总长4793.20公里，所有改造将于
今年6月前完成。

自2014年超强台风“威马逊”和强
台风“海鸥”过后，海南电网针对配电线
路防风加固工作做出相应部署，与广东
电网开展防风能力提升结对帮扶，以借
鉴、学习、应用广东沿海供电区域已实
施且行之有效的防风加固管理措施和
技术措施，提升海南电网配电设备防风
抗风能力。

目前，海南电网正加快第一批配网
防风加固改造，截至2014年底，10kV
配网电杆杆头加固累计完成2079基，占
总工程量99.52%；新增及改造拉线累计
完成3820基，占总工程量95.11%；杆塔
基础施工累计完成1220基，占总工程量
55.66%；杆塔组立施工累计完成 247
基，占总工程量11.27%。杆塔改造工作
计划于今年2月中旬全部完成。

结合第一批防风改造工作实际情况，
海南电网在广东电网帮扶下，制定防风加
固典型改造方案，并在海口、三亚、儋州、
琼海四个供电局分别确定一条改造线路，
列为典型设计方案改造线路实施改造。
目前，海口局演丰供电所10千伏#1线、三
亚局天涯供电所10千伏天过线已经完成

改造工作。琼海、儋州供电局典型改造正
在实施中，预计于本月完成。

另悉，海南电网第二批配网防风加
固专项投资计划去年底下达，项目涉及
全省18家供电局10kV主线及重要支
线共计1049条，其中主线225条、支线
824条，改造线路总长4793.20公里，总
投资约3亿元。改造工作将于今年6月
前全部完成。

海南电网设备管理部负责人表示，
公司将以“短、平、快”的加固措施为主，
适度结合长远加固措施，以较小的投资
和停电施工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
加固线路，力争实现2015年汛期不出现
大范围倒（断）杆，10千伏重要用户不长
时间断电，重要跨越线路段不断杆倒杆。

琼粤携手为海南电网穿“防风服”
首批配网防风加固改造收尾攻坚

本报深圳1月 10日电（记者洪宝
光）“无论你走得多远，你的心总和我连
在一起；无论黄昏的影子有多长，它总是
和树根连在一起。”主持人念出印度著名
诗人泰戈尔的诗句，贴切地表达了在深
圳市的海南乡亲此刻激动的心情。今
晚，深圳市海南商会在深圳市大中华喜
来登酒店举行第一届理事会就职庆典暨
2015年迎春晚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南
乡亲和深圳海南商会1000余人共同见
证了这一美好时刻。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深圳投资创
业、工作生活的海南籍及曾在海南工作、学
习、生活过的人士有近50万人，创业企业
近3000家，涵盖生物医药、运动服饰、旅
游投资、文化传媒、餐饮、房地产、科技通
讯等领域，成为推动深圳发展的重要力量。

去年7月，深圳市海南商会成立。
目前，深圳市海南商会已有400多家会
员企业加入，分布在深圳的房地产开发、

金融投资、电子信息、商业物流、生物医
药等多个行业。

“海南商会将是深圳的海南企业及
海南籍企业家的忠实代表。”深圳市海南
商会会长符雄表示，商会将以“融合、创
新、发展、圆梦”为办会宗旨，致力于为大
家搭建一个联络感情、共叙乡情、抱团取
暖、交流信息、整合资源、投资合作的平
台，积极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反映企业
诉求，帮助解决企业发展遇到的困难，助
力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据了解，深圳市海南商会自去年成
立以来，在促进深圳和海南两地交流往
来、回报家乡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去年，超强台风“威马逊”正面袭击
海南后，深圳市海南商会一方面派出赈
灾工作小组赶赴家乡灾区了解第一手灾
情，另一方面积极动员企业为灾区捐款
捐物，并主办了“丹青寄情、鹏城有爱”慈
善拍卖会筹集善款。

深圳市海南商会首届理事会就职庆典举行

叙乡情 谋发展 通政商

本报海口 1 月 10 日讯（记 者 马
珂 通讯员陈翔）日前，海南医学院附
属医院人类精子库通过国家及省级
联合专家组验收，填补我省人类精子
库的空白。

据了解，自2007年起，海南医学院
附属医院开始人类精子库的筹建与准备
工作。此次，省计生委组织国家及省级
联合专家组进行现场评审，专家组成员
一致认为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在场地、
人员、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已基本具备开

展运营人类精子库条件，验收达标，建议
批准该机构试运行人类精子库技术服务
一年。试运行期间，海南医学院附属医
院需要对伦理管理、供精档案资料、实验
室技术等方面进行改进。

此次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人类精
子库的验收成功，不仅填补我省人类
精子库的空白，也为广大不孕不育患
者在申请使用精子时节约了等候时间
和相关费用，提升了我省优生优育服
务水平。

我省首家人类精子库
通过国家验收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记者孙慧）
店庆助学如今成为企业贡献社会的一
种普遍方式。今天记者从海南生生百
货吉祥物发布暨成美追梦基金会启动
仪式获悉，生生百货将在本月18日20
周年店庆发起公益助学活动，当天商
场每笔交易当中将捐出2元用于成美
追梦基金项目，公益助学圆贫困学子
上学梦。

生生百货自1995年成立起已经走
过20年岁月，成为海南的高端精品百
货店。为尽企业社会责任，生生百货
与成美慈善基金会联合成立生生成美
追梦基金公益项目，专门资助海南西
部地区贫困大龄女童求学，目前海南

省经济技术学校2名西部贫困女生已
经被生生百货确认为资助对象，生生
百货将每月资助她们生活费用，直至
学业完成。

同时，生生百货在今天的启动仪
式上发布了生生百货吉祥物，并宣布
18日店庆当天，商场的每笔交易中将
捐赠出2元给成美追梦基金，用于资助
西部贫困学子。店庆期间，商场内
HOGO、ARMANI、BOSS等国际一线
品牌将推出给力折扣，周大福、周生生
等珠宝品牌黄金饰品每克让利。此
外，购物满额即可参与18日当晚的生
生百货店庆活动，有机会抽取奔驰汽
车大奖。

生生百货20周年店庆日每笔交易捐出2元

爱心企业圆贫困学子上学梦

本报定城1月10日电（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林先锋 通讯员何慧）近日，有
微博网友称“海南唯一现存的古县衙
——定安老县府正被拆毁重建”，这一
消息引起不少网友关注。有着近700年
历史的定安古县衙被拆建是否属实？
记者实地调查后得知，定安县正对古县
衙进行修复，但不会拆除现存的古建筑。

走进位于定城镇中南街和东门街
丁字路口的定安古县衙遗址，记者看
到，工人们正在刨制加工三四米长的粗
木，而这些进口的菠萝格木将加工成古
建筑用的木柱。在古县衙二堂内，定安
县古县衙修复重建工程项目部的工程
技术员许声福指着屋内的木柱说：“木
柱年久自然损坏已经倾斜，支撑不了多
久，必须换掉。但底下的石墩历经几百
年是完好的不会拆掉。按照现存的二

堂骨架及古建筑风格，修旧如旧。”
据他介绍，对于古县衙遗址建筑部

分，能修复的则进行修复，但不会拆除
现存的古建筑。目前，对老县衙修复的
木工、土工建设已开工，按照图纸和规
划设计，严格到县衙原貌的每一根木柱
是方的还是圆的，都有讲究。记者了解
到，项目部后期还将复原墙壁开裂，存
在安全隐患的古县衙大门，最大限度保
护修缮古建筑。

据了解，古县衙始建于明洪武三年
（1369年），坐北朝南，占地约17亩，共
三进并庑廊多幢，为四合院式布局。原
址现仅存二堂建筑。近年来，定安县委、
县政府十分重视定安的古建筑保护，并
对古县衙遗址进行了考古等工作。

据定安县博物馆馆长苏逊介绍，老
县衙历经几个朝代，经多年风雨，自然

坍坏。目前正在修建老县衙一堂、二
堂、三堂及大门，按修旧如旧方法，真实
还原其历史风貌，不存在拆除一事。已
由县建设主管部门邀请相关单位对老
县衙编制修建保护设计方案，施工方正
按该方案进行修建，在原址将其打造成
老县衙历史文化公园，预计2015年年
底完工。“在古县衙遗址打造历史文化
公园，可以让古建筑更好地存留，也能
让更多的人前来参观。”苏逊说。

家住古县衙附近的陈玉英老人在
这里住了大半辈子，也听了不少祖辈传
下来的老县衙故事。“先人留下来的东
西应该保留下去，这是先人给子孙的宝
贵遗产。建成公园后，环境好了，居民
有了休闲去处，游客也能在舒适环境中
参观、游览古县衙。”陈玉英期待着古县
衙的修复和历史文化公园建设。

700年定安古县衙将“修旧如旧”
修建不会拆除现存古建筑，将打造历史文化公园

1月5日，由儋州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总投资约1亿元的儋阳楼，经过1年
多的紧张施工，终于露出它雄伟壮观的面容。据了解，该楼按照宋代式样建造，楼高有“外五
内七”之称，总面积为13600平方米。目前，已完成仿古外装修，外脚手架已降到四层，预计今
年5月底竣工。 本报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儋阳楼
露峥嵘

本报三亚1月 10日电（记者张靖
超）记者今日从三亚市公安局了解到，1
月8日，该局特勤支队干警着便衣，在解
放一路福乐多超市附近执行任务时，与
50余人发生冲突。与警方发生冲突的
罗某等15人被治安拘留。

据三亚警方介绍，1月8日13时20
分许，该局特勤支队5名便衣队员在解
放一路福乐多超市附近蹲守、执行反扒
任务时，与罗某等5名男子发生争执并
引发肢体冲突，随后，河西派出所民警将
涉事双方人员带回派出所接受调查。在
此过程中，河西派出所受到50余名江西
籍人员围攻，部分人员冲进派出所接待
室，拍打办案区的铁门，要求民警立刻放
人，并有人踢打办案区的铁门，试图冲进
办案区。

三亚警方称，当时现场形成拥
堵，严重影响了正常办公秩序，由于
围攻人员逐渐增多，警方出动特警
（防暴）支队、河西分局相关警力前往
增援，劝离围观群众，强制传唤扰乱
社会秩序的 10名违法嫌疑人。而经
警方审查，罗某、陈某阳等 5 名违法
嫌疑人对1月 8日在解放一路福乐多
超市外涉嫌妨害执行公务违法事实
供认不讳，其余 10 名违法嫌疑人何
某珍（女）、漆某良等人对 1月 8日在
河西派出所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的违
法事实供认不讳。

三亚警方表示，针对特勤便衣队员
在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不当行
为，目前该局警务督察支队已介入调
查。

三亚警方执行任务时与50余人发生冲突

15人被治安拘留
目前警务督察部门已介入调查

■ 本报记者 蔡倩

下午，冬天的微风有些凉。李美漫
“哗——”地一下打开气派的自家院门，
春风满面地把几位朋友迎了进去。

这里是琼海市中原镇墟，李美漫是
一位曾旅居泰国、美国等地的华侨，又
在两年前回到老家中原镇，盖起了房
子、开起了旅店。

政府免费翻新老宅外立面

“你家出名的漂亮，在镇上问路，他
们把你家叫‘泰国大院’，这得花不少钱
修整啊！”李美漫的朋友们驻足门口，对
光鲜靓丽的院子赞赏不绝。

“修整院子？没花钱！都是镇上特
色小镇立面改造，政府帮忙翻新的。”李
美漫一边倒茶待客一边答道。

李美漫侨居他乡多年，2012年回
乡探亲时，发现家乡已经旧城换新貌：
自家临街的沧桑祖屋被修缮一新，墙壁
穿上了鹅黄色的“外衣”，窗台摆上一簇
簇鲜花，两层的小楼戴上了琉璃瓦帽
子；走在街上，居民楼被改造成靓丽色

彩的骑楼建筑，店面换上了统一风格的
牌匾，藤萝雨树郁郁葱葱，南洋文化与
本土文化在这里交融。

“我已经50岁了，看到家乡这么
美，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是应该选择
继续侨居在外，还是返回故乡？”李美漫
讲起了自己当年的“心事”，拿出老房子
昔日的照片给朋友们对比观看。

最终，李美漫选择回到家乡。

镇墟聚足人气财气

“少小离家老大还，乡音未改鬓毛
衰”，这是李美漫的真实写照。前几年，
她在香港做药剂师，住在逼仄的出租房
里，每天奔波忙碌，她说，“周围谁也不
认识，住得像个客人。”

“回到家乡，住得宽敞舒心；镇上的人
都认识，每天喝茶；政府也好，帮我把房子
都修好了。这两年是这几十年过得最舒
心的时候。”李美漫畅快地用海南话和朋
友们聊着天，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其实，李美漫2012年回乡是带着
任务的：侨居泰国的长辈将祖屋托付给
了她，希望她卖掉祖屋。

带着这个任务，李美漫在镇上绕了
几圈。祖屋是一座位于镇墟最繁华、铺
面最紧俏地段的大院，翻新后大气豪
华；中原镇特色小镇改造后，游客来了、
商机来了，镇上聚起了人气和财气；博

鳌火车站就建在中原镇内，城乡公交把
镇中心和火车站连接了起来；老家山仙
村来的亲戚说，博鳌机场就选址在村子
附近，听说还会带动至少100亿元的投
资到中原镇……

要卖了房子，回香港去住鸽子笼，
还是要保留老房子自己开店？

最终，李美漫选择了开店。

家乡发展形势喜人

她不仅没有卖掉老房，还在老房后
盖了一栋占地255平方米的新房。“一
楼是茶室，二三楼作旅馆。今天请你们
来，就是给我参考一下，看看还有哪些
细节没做好。”李美漫和朋友们商量着
旅店装修风格等细节。

手机响了，李美漫兴奋地接通了电
话：“老公，咱家的旅店马上装修了，家
具电器也都买好了，我一人忙不过来，
你快回来，我们一起打理生意！”

原来，李美漫的丈夫在美国做生意，
听她描述了家乡的大好形势，也颇为心动。

李美漫选择了劝丈夫回来：“中原
镇绝对还会再上一个台阶。以后，要让
外国人来我们中原定居！”

回来、开店、劝家人回乡，这是李美
漫的三个选择。她说，“我还只有50
岁，我对我自己、对中原、对海南的未来
都充满期待。”（本报嘉积1月10日电）

回乡 开店 劝丈夫返琼海老家

华侨李美漫解开三个心结
行进海南

精彩故事

◀上接A01版
去年我省还完成了海建集团与海宁公司的重组整
合，合作开发建筑产业化项目，有效推进了企业的
转型升级；推动海口港与洋浦小铲滩签订重组协
议，进一步整合了琼北的港航港务资源，使资产资
源向重点优势企业集中。

“目前，省属重点监管企业从‘十一五’末期的20
家整合重组到目前的12家，广泛分布于基础设施建
设、矿产资源开发、热带农林业、建筑业、交通运输、
海洋渔业、旅游地产等相关产业和行业领域，产业布
局进一步优化。”省国资委党委书记蔡仁杰说。

此外，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工作进一步深化，省
属国企的改制关闭破产工作进入最后收尾阶段，剩
余尚未完成改制关闭的企业正按照方案的整体部
署，稳步推进相关工作，力争今年底前基本完成。

省属企业与中央、省和市县国有企业以及各
类民营资本之间的合作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通
过成功举办海南省政府与国务院国资委合作备忘
录签字仪式，多家省属企业与中央企业签署合作
协议和项目建设协议。

省属国企资本运作能力有所加强。海南矿业首
发上市成功、海汽股份IPO申请正待证监会审批。
还有一批企业正加紧上市培育工作。支持海南航空
完成80亿元定向增发、海南发展控股、洋浦控股等
企业债发行成功。加强与中国人寿有限公司、中国
建设银行、浦发银行、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等保险资
金、银行资金、资产管理公司合作。我省国有企业的
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融资能力进一步加强。

“尽管‘十二五’以来省属国有企业资产规模
不断扩大，但总体上依然处在转型发展的爬坡过
坎阶段，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仍然不高。”蔡仁杰坦
言：“这些问题需要我们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
科学规划、有效经营加以解决。”

◀上接A01版
用心，这一平凡又不易的精神，几十年如一日

地体现在刘运荣身上。在学生手里，至今还保存
着刘运荣手抄给他们的一张张练习题纸张。他习
惯了上午课结束后给孩子们发题目，下午再作讲
解。这些题目字迹工整，他自己先写一遍，因为不
会用电脑，再接着用复写纸誊写，几个学生需要就
复写几份。

就是在这样一种精神带动下，这所占地不到
15亩、六年级学生已经由二三十人减到十人左右
的学校，年年都能保证好的苗子考上省或市里的
重点中学。崔林山说，这所农村小学从比较差劲
到变得优秀，要归功于这头“老牛”。

病危住院期间，一直牵挂孩子
们的学业

在当校长的十几年时间里，刘运荣和妻儿5口
一直都挤在十多平方米的宿舍里，以校为家。后
来，宿舍楼连同教学楼一起逐渐老化成D级危房。
直到2013年，按照市教育部门的规划，原来的教学
楼被改造为老师周转房，他的“家”才拓宽到30多平
方米。不过，家变得宽敞了，配置却没有多少变化，
依然是一张张普通的木床、木桌、木沙发。

也就在那年，看着已经长大成人的两个儿子，
为了他们成家考虑，他决定在镇上买套20万元的
经济适用房。此时他才发现作为一个父亲的窘
境：他30多年的积蓄连首付都搞不掂。最终，还
是已经嫁到上海的大女儿的婆家掏了6万元当首
付，他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款期长达10年。

不管怎样，终究有个像样的家了。而学校的教
学楼也于当年重建，2014年新学年投入使用。刘运
荣想着过几年就可以退休，安享晚年了。万万没有
料到的是，此时病魔早已侵入他的细胞。2014年11
月开始，他发现自己的腿越来越痛，经常出现头晕。

“他可以不用走得这么早的。”这是如今崔林
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平静的语气带着无尽的惋
惜。“我们劝他早去医院检查，他总是说没事，不过
是多年的风湿和感冒罢了。”

依然故我的刘运荣日复一日地上课。“他疼得
走不了路的时候，我就背他去教室，他坐着讲课。
他在口袋里放了一瓶风油精，痛了就抹一抹。实在
顶不住了，就趁中午的时间去医院打止痛针，下午
又回来上课。”回忆起这段日子，容阿郎涕泣涟涟。

捱着近两个月后，他终于同意作检查，还特意
等周五上完课后，周六再去。12月27日，容阿郎和
刘名文陪他去市人民医院检查，发现他白血细胞偏
高；当天中午转到三亚一家医院，在这家医院建议
下当天晚上又转到省人民医院，最终确诊得了白血
病。这一过程，母子两人都没敢把病情透露给他。

“我给他打电话，他说没事，元旦后就可以回
来。”崔林山说。刘名文回忆，12月29日晚，刘运
荣还说梦话，让容阿郎骑车带他回学校。“31日晚
11点，他还问学校的围墙建好了没有，教学楼的
电线拉得怎样，学生有没有安心上课。住院期间，
他没问过一句家里的事。”

1月1日，刘运荣的病情明显恶化，直至凌晨
去世……

2014年，本有机会调回万城镇的同班教师符
晓敏，甘愿留下来，就是因为他的感召。

王光雄说：“有次我在校园里看他腿被钉扎流血
了，去扶他。他说不碍事，包扎了一下就去上课。”

崔林山说：“2000多人给他送葬！如他天上
有灵，但愿他能得到宽慰！”

……
冬日，一阵冷风吹来，牛庙岭依然静静挺立。

草木青翠，可以安魂；山岭高耸，犹如丰碑！
（本报万城1月10日电）

一条残腿站稳三尺讲台

省属国企资产总额超千亿元

截至2014年底，10千伏配网电杆杆头加固累计完成

2079 基，占总工程量99.52%；新增及改造拉线累计完成

3820基，占总工程量95.11%。杆塔改造工作计划于2015

年2月中旬全部完成。

防风工程进度

99.52% 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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