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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关于服务大厅搬迁的通告
为方便广大参保单位和参保群众办理社保业务，

自 2015年 4月 8日起，省本级保险关系管理处、医疗

保险处、养老保险处整体和社会化管理服务处部分将

搬迁至嘉华路嘉华大厦1、2楼（现省社保局大楼以南

380米，美兰区地税局隔壁）。搬迁后，省本级社保登

记、缴费基数申报核定、保险关系转移、个人账户管

理、补缴、稽核、医疗保险待遇核发、退休审核、养老待

遇核发、养老待遇资格认证等业务将在嘉华路服务大

厅办理，其他处室的业务仍在原址办理。

我局定于4月1日至3日组织搬迁，4月7日进行系

统调试和相关准备工作，4月 8日正式在新址对外服

务。搬迁期间仍在原址保留少量窗口对外服务。为避

免拥挤，建议参保人错开搬迁时间办理相关业务。

望广大群众相互转告！若搬迁给您带来不便，敬

请谅解！

咨询热线：65325133 、65225857
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

2015年3月30日

《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B32、B69号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为加快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市政府批示，我局拟对《海
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B32、B69号地块进行规划
修改。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将规划修改
方案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5年3月30日至5月12日）。2、
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3、公示意见反馈方
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up0898@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
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3057海口市规划
局总工室，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94，联系人：仉谦。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3月30日

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澄土环资告字〔2015〕14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
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公开挂牌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地块编号

27010-201499
位置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一环路东延线0.7公里处南侧地段

面积(公顷)
0.6346

使用年限

40年
用途

商服用地

容积率

≤1.2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40%
起始价(万元)

830
保证金(万元)

500
备注

地块按现状条件出让

二、竞买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
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
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
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
（二）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三、竞
买申请和登记：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15年4月7日-2015年4月28日
下午17时整（北京时间）到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五楼土地交易所（或海
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购买《澄迈
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
名参加竞买。报名时，竞买申请人应缴交竞买保证金（以保证金到账为
准）。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挂牌起始时间：2015年4月20日上午11
时整（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5年4月30日上午11时整（北京时
间）。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

易厅进行。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
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五、其他事项：（一）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
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合同价款，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必须
缴纳高于出让价款50%的首付款，余款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清。（二）
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绿化、环
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三）成交价款
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有关规定缴纳），挂牌佣
金按有关规定收取。（四）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手册》。联系人：王先生、李先生；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电 话 ：0898- 67629052、67629310、
65303602

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3月30日

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澄土环资告字〔2015〕1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
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公开挂牌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
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
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
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
（二）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三、
竞买申请和登记：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15年4月7日-2015年4月28
日下午17时整（北京时间）到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五楼土地交易所（或
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购买《澄
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
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竞买申请人应缴交竞买保证金（以保证金到账为
准）。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挂牌起始时间：2015年4月20日上午10
时整（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5年4月30日上午10时整（北京时
间）。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
易厅进行。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

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五、其他事项：（一）27010-201402号地
块用于罗非鱼附属品深加工基地扩建项目建设。（二）竞买成交当天签订
《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合同价款，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必
须缴纳高于出让价款50%的首付款，余款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清。
（三）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绿
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四）成
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有关规定缴纳），
挂牌佣金按有关规定收取。（五）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联系人：王先生、李先生；http://www.ggzy.hi.
gov.cn、http://www.hnlmmarket.com/；电 话 ：0898- 67629052、
67629310、65303602

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3月30日

地块编号

27010-201402
位置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二环路6.62公里处南侧

面积(公顷)
1.0020

使用年限

50年
用途

工业用地

容积率

≥0.8且≤1.6
建筑密度

≤50%
建筑系数

≥30%
绿地率

≤20%
起始价(万元)

477
保证金(万元)

200
投资强度（万元/公顷）

≥660
备注

地块按现状条件出让

3月 29日，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理事会
在贵州遵义革命老区分别举行遵义娄山关红军
小学总校和遵义习水杨得志红军小学授旗授牌
捐赠仪式。 新华社发（刘长龙 摄）

革命圣地遵义
再添两所红军小学

新华社长沙3月29日电（记者
林晖 王宇）中国农科院将组织160余
名各学科专家联合攻坚，从农业生产
的全产业链各环节入手，探索研究可
复制、易推广的镉污染稻田防治技术。

这是记者从29日在湖南长沙召
开的中国农科院南方地区稻米重金属
污染综合防控协同创新行动启动会上
获悉的。

项目负责人、农业部环境保护科
研监测所研究员刘仲齐介绍，项目研
究内容包括镉污染特征与迁转规律、
污染过程防控和末端治理三个方
面。镉污染特征与迁转规律主要研
究镉污染的特征、来源及在土壤与水
稻中迁转的规律，如镉在水稻根、茎
叶、籽粒等不同部位的聚集规律与机
制等；污染过程防控从溯源开始，筛
选出水稻镉低积累品种，再研究灌溉
水镉消减、重金属高效钝化、镉污染

稻田耕作等技术；末端治理主要研究
镉在稻米中的富集部位和赋存形态，
探索镉超标稻米的安全加工技术和
富镉稻秆资源化利用技术。

“这是中国农科院科技创新工程
启动的第一个区域发展类协同创新行
动。”出席启动会的中国农科院党组书
记陈萌山表示，农科院将组织跨学科
集群、跨学科领域、跨研究所的科研团
队开展联合攻关，给予长期稳定支持，
力争建立低成本、易推广、可复制的南
方镉污染稻田安全生产技术体系，保
障我国粮食安全。

我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
观。根据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去
年公布的调查数据，与“七五”时期相
比，镉的含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增加，
在西南地区和沿海地区增幅超过
50％，在华北、东北和西部地区增加
10％至40％。

中国农科院向南方稻米重金属污染“宣战”
力争建立低成本、易推广、可复制的稻田安全生产技术体系 据新华社大连3月29日电（记者蔡拥军）红

沿河核电站5号机组29日正式开工建设。
我国上一个开工建设的核电项目是2013年

12月23日中广核阳江核电站6号机组。红沿河
核电站5号机组是时隔15个月之后，我国再次有
核电机组启动建设。红沿河核电站5号机组的动
工，将拉开核电领域落实我国能源发展战略行动
计划的序幕。

作为东北地区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红沿河
核电站规划建设6台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

红沿河核电站的建设将对节能减排和环境可
持续发展发挥显著作用。红沿河6台机组全部建成
投运后，与同等规模火电厂相比，每年可节约标准
煤1611万吨，减排二氧化碳4000万吨，综合温室
气体减排效应相当于大连地区森林面积的两成。

红沿河核电站
5号机组开工建设

据新华社石家庄3月29日专电（记者齐雷
杰）记者从河北省纪委监察厅获悉，衡水市原市委
书记陈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
调查。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陈贵因涉嫌违纪
被免去衡水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但其具体
违纪内容未公开披露。

衡水市原市委书记陈贵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重金属镉，元素周期表排序48，是
锌族元素中的一员，在它的旁边就是知
名的铜、银和金。镉只比银多了一个电
子，就是这个电子让镉的化学性质更加
活泼，更容易被氧化为镉离子，这就是
镉毒性的根源，因为金属镉本身无毒。

世界上第一例为世人所知的群体

性镉中毒事件，发生在日本富山县。该
县自1589年左右，开始大规模开采铅、
铜和锌，而镉就伴生在这些矿石之中。
日俄战争、一战和二战对于金属的需
求，进一步刺激该地矿业公司的发展。
矿业公司大规模向环境中排放镉，大约
自1910年始，一直持续到1945年。自
1931年起，该地许多妇女开始出现一种
奇怪的疾病，以剧烈的疼痛症状并伴随
严重的软骨症而为世人所知，许多患者

被疼痛折磨得只能自杀。经多年的研
究和争议后，基本排除了细菌感染和铅
中毒等病因。1968年，日本厚生省官员
桥本在起草关于痛痛病的厚生省意见
时，冒险认定了镉中毒是痛痛病的主因。

★ 1971年，国际环境会议，将镉列
为环境污染中最为危险的五大因素之一。

★ 198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
出具有全球意义的12种危害物质中，
镉居首位。

★ 1993 年，国际肿瘤研究机构
（IARC）将镉正式确定为Ⅰ类致癌物
（人类致癌物）。

★ 2011年，国务院正式批复《重
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此
次国家总量控制的重金属主要有五
种，即汞、铬、镉、铅和类金属砷。

★ 进入人体的镉，半衰期长达
12~30 年，目前尚无确切有效的特定
解毒剂。 （红卫）

延伸阅读

据新华社青岛3月 29日专电（记
者张旭东 徐冰）2015东亚文化之都·
中国青岛活动年29日晚开幕，本次文
化活动年将举办五大板块活动，主要
包括开闭幕式、中日韩第七次文化部
长会议、中日韩艺术节和中日韩文化
教育论坛等。

据2015东亚文化之都·中国青岛活
动年组委会介绍，中日韩第七次文化部长
会议期间，将发布中日韩文化合作交流新
一轮三年行动计划——《青岛行动计
划》。本次文化活动年将开展丰富多彩的
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涉及民间艺术、文艺
演出、艺术展览、影视交流、学术论坛和文
化遗产保护等。

本次文化活动年期间，还将举行
与欧洲文化之都、东盟文化城市的交
流活动。

东亚文化之都·中国
青岛活动年启幕

用X射线给大米打一“枪”，3分钟
就可以查出被“体检”大米是否重金属
超标。记者从长沙市质监局了解到，高
精密度稻米中重金属快速检测仪去年
底已在长沙部分试验田基地投入使用。

记者注意到，这台白色检测仪外
形像一台小型微波炉，只有55厘米
长、33厘米宽和44厘米高，重35公
斤。据长沙市质监局负责人介绍，这

台检测仪由湖南省食品安全生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联合一家检测技术公司
研发，是世界上首台能运用多晶X射
线衍射技术开发的一款食品重金属快
速检测仪，已获国家专利。

对于这台检测仪的检测原理，湖
南省食品安全生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彭新凯说，就像用X射线给大米
打一“枪”，这一“枪”直接激发稻谷的

重金属原子核，激发了M、K、L等壳层
能量波的跃迁。仪器对跃迁产生的荧
光光谱进行对应分析，从而判断被检
大米含有何种重金属，测试结果符合
相关标准和规定的要求。

据了解，以往稻谷检测需要送样到
市级及以上检测中心，检测人员需要进
行8个小时以上的浸泡处理，再进行相
关检测，整个流程需要两天时间。而这

种检测仪是无损检测，只要3分钟定性，
12分钟定量，还能在田间地头使用。在
今年的收粮工作中，长沙市望城区新康
乡的万亩试验田基地和长株潭的试验
田基地都用上了这种检测仪。据彭新
凯介绍，国家粮食局标准质量中心今年
已在多地进行了测试验证，认为这种方
式可以满足稻米中镉含量的快速检测
需要，今后将推广使用。（据新华社电）

高精度稻米重金属检测仪
3分钟完成大米“体检”

位于济南市趵突泉公园里的卧牛
泉、柳絮泉、皇华泉和老金线泉面临停喷
危机（拼版照片，3月29日摄）。

2014年，济南市降水较常年偏少
30.5%，加上2015年持续春旱，截至目
前济南四大泉群72名泉中已有17个停
喷，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持续
8天跌破27.60米的红色警戒水位，面
临停喷。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泉城”春旱，72名泉已停喷17个

“天下第一泉”无水可喷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新媒体专电
（记者冯雷 陈忠华 何悦）3月30日出
版的《经济参考报》将刊载题为《地方层
层推责 放权遭遇“躲猫猫”》的报道。报
道指出，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中央一系
列简政放权的重要举措成效显著，但在
权力层层下放过程中，一些地区基层干
部因怕担责而“慢作为”“不作为”，同时
因行政事权下放后人事制度改革缺位，
造成“庙已经搬走，老和尚还在原地打
坐，新庙的和尚又不会念经”的怪象。

“他们不是想揩油收礼，而是都怕担
责任。他们不紧不慢，我被逼得团团转。”
一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有一处4000
多平方米的厂房要办产权证，各种手续齐
全，但到最后办证时谁也不愿签字，各个部
门推来推去甚至推到区长头上。

由于怕担责，不少从上头“接权”的
部门办事人员常以业务不熟悉为由，对
接手的审批事项拖着不办，或是跟上级
反复请示；有的还必须要单位一把手签
字才能过关。部门之间层层“推权”使

得放权被堵在“最后一公里”上，一些企
业主苦不堪言。

“过去办事得送礼，现在礼确实不收
了，但事也经常拖着不办了。”记者在沈阳
与几位民营企业家聊天时，大家谈到基层
部门不作为的现象时几乎异口同声。

简政放权改革需要“自削刀把”，而
部门利益的惯性思维，使得许多官员在
改革过程中成了“围观者”，勇于改革的
部门有时则成了“出头鸟”。许多基层
干部群众反映，简政放权等中央改革举

措落地不畅，很大程度上受阻于部门利
益的“篱笆墙”。

记者发现，由于各级部门执行程度不
一，一些政策落实效应呈现逐级递减，改
革红利释放缓慢，基层群众和企业感受并
不明显。过去是“谁做事谁改革谁受益”，
现在是“谁做事谁改革谁承担风险”。

一些基层干部表示，改革落实中的
不作为、慢作为等现象，有时候是出于

“想干事、怕担责”的考量，而正是“求稳
怕乱”让基层畏首畏尾，无法“甩开膀

子”搞改革和做实事。他们对此也很无
奈，期待形成一种鼓励改革做事的氛
围，为改革者和执行者保驾护航，让基
层干部放手搞改革，专注抓落实。

受访专家表示，要让干部以改革
创新为荣、政绩考评以改革落实为据，
就要加快建立对改革干部的激励机
制，同时配套容错机制、责任追究机制
和社会参与评价等科学考评体系，使
全社会形成一种鼓励、容忍、倒逼改革
的良好氛围。

多地调研发现，地方层层推责

放权遭遇“慢作为”“躲猫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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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污染致大米镉超标。

据新华社郑州3月29日电（记者宋晓东）因
河南省驻马店市平舆县相关部门环境监管不到
位，环保部近日对驻马店市主要负责干部进行公
开约谈。日前，驻马店市做出回应，对环保管理工
作不力的4名主要干部处以降职处分，对平舆县
委书记王兆军、县长张怀德进行诫勉谈话；给予平
舆县政府分管工业和环保工作的副县长杨丽行政
记大过处分。此外，还给予平舆县产业集聚区管
理委员会分管环保工作副主任霍林，平舆县环保
局副局长胡超峰，平舆县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大
队长阮淑娟，平舆县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皮革园
区中队中队长李东山等4人行政降级处分。

同时，驻马店市还要求平舆县在4月底前，彻
底清理整顿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保标准企业。对
辖区内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皮革企业坚决依法
予以彻底取缔关停；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准
入条件但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严肃查处，
限期整改到位。在整改同时，做好善后处置工作。

回应环保部约谈

河南省驻马店市
4名干部受降级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