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14日，三亚大茅变电站，
工人在安装设备，组建输电塔。

据悉，三亚供电局全力加速西
南电厂送出线路建设，紧扣国电西
南电厂机组投产发电的时间和节
点，在电厂投运发电前完成送出线
路工程建设。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刘昌 摄

建设输电线路
缓解用电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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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14日讯（记者李佳
飞）今天下午，海口市教育局召开新闻媒
体通气会，正式公布《2015年秋季海口
市小学初中学校招生工作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明确继续实施免试就近划片
入学，不过新生报名时间比往年提前，城
区公办学校网上报名5月16日将启动，
主要工作计划在6月30日前基本完成，
公办招生学校增加西湖实验学校、港湾
小学两所，计划招生840人。

据悉，今秋海口市小学一年级计划
招收753个班30708人，比去年计划增
加43个班2532个学位；初中一年级公
办学校计划招生 407个班，共计招生
19757人，比去年增加38个班1766个
学位。两所新建成的学校（西湖实验学
校和港湾小学）秋季开始招生，其中，西
湖实验学校小学招8个班、360人，初中
招6个班、300人，港湾小学招4个班、
180人。

根据《方案》，今年海口市小学秋季
招收一年级新生的年龄须满6周岁（即
2009年8月31日以前出生），严禁各公、
民办学校招收不足龄的儿童入读小学。
优质初中学校继续实行划片招生和指标
到校相结合的招生办法，其中，海南侨中
初中部、海口市第一中学初中部、实验中
学初中部、琼山中学初中部等4所优质
初中学校共有980个指标分配到全市城
乡96所小学。

据了解，划片范围可登陆海口市教
育局官方网站进行查询，具体报名工作
时间如下：新生入学上网登记申请学位
时间为5月16日-24日；家长提交入学
登记纸质材料时间为5月23日-31日；
实地核查时间为5月30日-6月24日；
复核确认时间为6月25日-30日；新生
报名注册时间为8月30日—31日；农村
镇中小学报名办法跟往年相同，不需要
在网上登记，8月28日—31日直接到学

校报名注册。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西湖学校、港湾

小学正在做相关收尾工作，报名地点暂
时不能设在学校内部，为方便广大家长
报名，特将西湖实验学校小学一年级的
招生代办点设在海口市第十小学，西湖
学校初中一年级的招生代办点设在海口
市第十一中学，港湾小学一年级的招生
代办点设在海甸三西路15号海口市考
试中心服务窗口。

今秋中小学新生招生方案出台

海口新增两所学校计划招生840人
小学一年级计划招收30708人；初中一年级公办学校计划招生19757人

本报海口5月14日讯（记者许春
媚 特约记者梁崇平 通讯员陈建宇）今
天上午，海口市美兰区组织城管、规划、
街道、棚改等部门，出动730名执法人
员联合执法，强制拆除了海口市美兰区
白龙街道流水坡村的两栋违法建筑，拆
除违建总面积为1150.95平方米。

据了解，此次拆除的违法建筑一栋
为7层框架建筑，一栋为3层框架建筑，
均是由流水坡村村民提供土地，外来人
投资未经报建私自建设的，总面积

1150.95平方米。在开展此次拆违行动
之前，美兰区相关部门已经对该违法建
筑进行全面调查取证，并依照执法程序
走完所有法律流程。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为确保此次强
制拆除行动顺利进行，美兰区设置了财
产保全、法律保障和后勤保障等十一个
工作小组，开展依法拆除工作。

美兰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流
水坡旧改项目启动以来，一些群众为博
取高额拆迁补偿，顶风抢建加建，在社会

上造成恶劣影响。为遏制白龙片区违
建抢建行为，保证项目的顺利推进，美兰
区组织了这次的打违行动，一定程度上
震慑了违建业主，遏制了其他违建行为。

该负责人表示，对抢建、违建、加建
等违法行为，只要被调查核实，美兰区都
将严厉打击，强制拆除，绝不留后患，尤
其对外来资金利用抢建违建牟取暴利的
违法行为将给予坚决打击。

据介绍，近日美兰区还将组织力量拆
除新埠岛、海甸岛等重点片区的违法建筑。

海口美兰依法拆除流水坡村两栋违建

涉嫌单位行贿犯罪

深圳华油实业
在琼被提起公诉

本报海口5月14日讯 （记者金昌波）记者
今天从省检察院获悉，深圳华油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涉嫌单位行贿犯罪，及其经理张帆、销售总监
田有生涉嫌行贿犯罪一案，日前已由海南省人民
检察院第一分院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书指控：被
告单位深圳华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谋取不正当
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数额巨大，构成单
位行贿罪。被告人张帆、田有生为谋取不正当利
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
成行贿罪，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涉嫌受贿犯罪

琼海市国土局
一副局长被逮捕

本报海口5月14日讯（记者金昌波）记者今
天从省检察院获悉，日前，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
分院以涉嫌受贿犯罪对琼海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副
局长陈武（正科级）决定逮捕。案件侦查工作正在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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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17日，中国（海南）荔枝龙
眼交易会暨海口市第五届荔枝节在琼山区
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消费者
云集“三色三美”琼山，亲身体验生态田园
美景，品尝优质农产品，夸赞之声不绝。那
么，琼山农产品究竟缘何享誉岛内外？

| 解读一 |
资源独特出品质

素有“琼台福地”之美誉的琼山，不仅
曾是琼岛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更有着优
良的生态、富饶的土地、优质的农产品。

据海口市琼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田
丽霞介绍，作为海口市农业大区，全区拥
有耕地总面积2.2万公顷，约占海口市
农村耕地面积一半，并且，土壤以火山岩
红壤为主，富含硒、锗等有益元素，并成
为海南省首个富锗福地。

其中，产于云龙镇雷琼火山群地区
的淮山，就以富含硒、锗等有益微量元素
而深受消费者欢迎。据悉，因火山岩土

壤中含有极为丰富的锗、硒、锌等微量元
素，尤其是硒和锗的含量特别丰富，其中
锗含量为全国土壤锗含量的1.96 倍。
云龙淮山产品品质独特优良，粉性足，质
坚实，肉色白，口感好，不仅含有丰富的
皂苷、粘液质、胆碱、山药碱、淀粉、蛋白、
自由氨基酸、多酚氧化酶、维生素C、碘
质、16种氨基酸，还有铁、铜、锌、锰、钙
等多种微量元素，多食有益身体健康。

优良的生态环境也是琼山出产优质
农产品的重要原因。其中最具代表的有
牧榕文昌鸡。目前，牧榕文昌鸡主要在大
坡镇的榕树林中传统放养，啄食天然草
虫，或在荔枝园中精心照料，喂养五谷杂
粮，细心哺育180天，以确保鸡肉品质。

此外，琼山还有丰富的冷泉资源，产
于旧州镇岭南村委会的美仁冷泉水芹，
处于火山岩土壤地区，含有丰富的矿物
质和丰富的锗、硒、锌等微量元素，由于
基地生态良好，采用冷泉水栽培，产品具
有茎嫩、鲜甜等特点，与普通水芹的口感
不可同日而语。

| 解读二 |
规模经营出效益

近年来，琼山区按照“一镇一品”或
“一村一品”产业布局，积极引导农民发
展热带高效规模农业，先后创建了全国
最大的胡椒种植基地、三门坡连片种植
荔枝基地、云龙淮山基地、三门坡鸭塘黑
果蔗基地等，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繁荣了农村经济，出现了一批胡椒
村、荔枝村、淮山村、果蔗村等美丽乡村。

在全国最大的胡椒种植基地——
大坡镇胡椒基地，据说大坡镇种植胡椒
已有40余年的历史，薪火相传，积累了
非常丰富的种植经验，加上得天独厚的
气候特点和红土优势，大坡的胡椒长势
喜人，高产高质，使之成为大坡镇的主
导产业之一，目前大坡镇种植胡椒面积
达1.3万亩，与东昌农场1.5万亩胡椒基
地紧密相联，成为全国最大连片的胡椒
生产基地。目前注册“轩全”、“昌农”两

个商标，其中“昌农”胡椒获得海南省著
名商标。胡椒经济效益高，价格稳定、
风险低，每亩可实现效益 1.5 万元以
上。在大坡镇，几乎每村都种植胡椒，
其中树德村是远近闻名的“胡椒村”，全
村胡椒种植面积达3785亩，2014年，农
民人均纯收入达1.62万元，多年来持续
位居琼山区、乃至海口市前列树德的塔
昌村和永昌村，已有20多户农民盖起
楼房，十几户人家买了小轿车，成了大
坡地区人人羡慕的“富裕村”。

还有琼山区三门坡镇的荔枝。作为
三门坡镇主导特色产业之一，这里人们
经不断摸索改良，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
营，目前全镇荔枝种植面积达5万亩（含
红明农场），其中100亩以上的生产基地
有86个，挂果4万亩，年产量在4600万
公斤以上，产值达3.6亿元左右。全镇
拥有“金绿果”水果产销专业合作社等荔
枝产销专业合作社共26家，建有2座荔
枝冷藏库，贮藏量达1700吨。

每年5月，荔枝成熟时期，全国各地

客商纷至沓来，带动了三门坡镇的餐饮、
住宿、运输等产业，拉动了当地的经济。

| 解读三 |
品牌包装出名气

一直以来，琼山就注重农业品牌化
生产，从2012年开始，实施“商标富农”
战略，引导农业专业合作社注册商标和
发展品牌，目前，全区有农业商标326件，
其中获得海南省著名商标的有大坡昌农
胡椒、大坡牧榕文昌鸡、三门坡红明红荔
枝、云龙金德丰莲雾等。2014年，琼山区
为了宣传琼山农产品，还设计了“琼山农
品”公共品牌标志，为农业专业合作社和
农业企业免费提供使用，以增强农民对
产品的包装意识，树立品牌意识。

同时，为进一步提升琼山优质农产品
知名度，琼山连续举办了5届“荔枝文化节”
和7届“淮山节”等系列农产品节庆活动，并
利用海南省“冬交会”平台，组织品牌优质农
产品参展，使琼山优质农产品远销全国。

荔枝、胡椒、莲雾、山柚油……

琼山农产品缘何享誉岛内外？ 大坡胡椒
产地大坡镇，上世纪70年代开始种植，历史悠

久，产品分为白胡椒和黑胡椒，具有果粒大，大小均
匀，味辣等特点。生产基地获得海南省农业厅“无
公害农产品认证”、被中国热带作物协会授予胡椒
农业科技示范基地认证等。

牧榕文昌鸡
产地大坡镇，产品具有皮薄肉滑、骨香味浓、吃

后口齿留香、余味无穷等特点，被中国饭店协会评
定为“中国名菜”。基地获得国家农业部颁发的“肉
鸡标准示范场”、“海南最佳绿色餐饮供应商”、“中
国绿色餐饮原料材料供应示范基地”、“全国农牧渔
业丰收奖”等称号。

“红明红”荔枝
产地三门坡，生产基地被国家农业部授予“无

公害荔枝生产基地”，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主要品种有妃子笑、白糖罂等，产品具有成熟早，口
感质嫩，甜度适宜，含晒量高的特点，深受广大消费
者青睐，远销全国各地，部分产品出口到香港、美
国。

甲子原生态山柚油
产地甲子镇，产品采用于甲子本地野生山柚

（茶果）加工而成，油味芳香醇和，是绿色、健康、纯
天然产品。

“金德丰”莲雾
产地云龙，生产基地被评为农业部热带水果质

量追溯建设单位、中国农业部热带作物莲雾标准化
生产示范园、海南省热作标准化生产范园、获得“无
公害农产品产地认证”等，主要品种有黑金刚、中国
红，产品色泽鲜亮，肉质清脆，水分多，甜度适宜，获
过北京交易会《优秀参展奖》、海南省优质农产品、
第十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奖等奖项。

美仁冷泉水芹
产地旧州镇岭南村委会，处于火山岩土壤地

区，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丰富的锗、硒、锌等微量元
素。基地生态良好，采用冷泉水栽培，产品具有茎
嫩、鲜甜等特点。由于水芹适应能力强，很少发生
病虫害，因此不受农药、化肥的污染，是真正意义上
的无公害蔬菜。

鸭塘黑果蔗
产地三门坡镇，产品具有口感好，水分多、肉质

软、纤维含量低、皮薄、茎直、节长等特点。产品开
始上市时间为每年6月份，10月份达到高峰期。

（文/菲菲）

① 琼山区三门坡镇荔枝农户在
采摘荔枝。 高林 摄

② 琼山柠檬果。
③ 色泽鲜亮的莲雾。
④ 云龙淮山。

①

②

琼山优质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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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14日讯（记者马珂）
记者今天从省卫生计生委获悉，我省下
发《关于进一步规范预防接种工作通
知》，进一步规范全省预防接种行为，提
高预防接种工作质量。

《通知》提出要不断完善预防接种
服务网络和工作机制。各市县卫生局
要根据本辖区工作实际，充分考虑人口
密度、服务人群及服务半径等因素，规
范设置预防接种门诊，合理确定门诊运
转时间，提高预防接种服务可及性。各
市县要指定至少一家综合医院负责疑
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救治工作。原则
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不再承担具体接
种门诊任务，改由区域内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承担。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各接种单
位严禁从药品零售企业、其他单位、个人
非法渠道购进疫苗，严禁向不具备疫苗
运输冷藏车等冷链设备、或疫苗运输环
节的冷链状况难以掌握的疫苗生产、批
发经营等单位购置二类疫苗。要建立真
实、完整的疫苗供应、验收、在库检查、储

运温度等记录，并保存至超过疫苗有效
期2年备查。

《通知》要求二类疫苗接种要严格遵
循“知情同意、自愿、自费”的原则。严禁
接种单位以盈利为目的擅自推广应用二
类疫苗替代一类疫苗接种，误导群众，扰
乱一类疫苗接种程序。不得随意夸大二
类疫苗的作用，否定一类疫苗的效果。
如有一类疫苗接种禁忌或为减少严重异
常反应而必须接种脊灰灭活疫苗者，接
种单位必须提前向儿童家长告知相关情
况，征得家长同意签字后方能实施接
种。各接种单位严禁使用治疗性生物制
品作为二类疫苗进行推广应用。

预防接种服务前严格执行“一苗一
针次一告知”制度，向家长或监护人详
细告知疫苗接种禁忌症、注意事项和疫
苗接种后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并取得
监护人的知情同意；在为儿童接种前要
认真做好健康问询和体温测量工作，真
实记录儿童的健康状况，严格把握接种
禁忌症，尽可能减少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发生。

我省进一步规范预防接种工作

接种单位不得
诱导推广第二类疫苗

招聘过程中失职

白沙县一干部被处分
本报海口5月14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徐海军）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白沙黎族自
治县纪委今天通报了一起因工作失职被处分的典
型案例，已经调离原岗位的邦溪管委会原副主任
潘孝信被严肃追责。

经查，2014年7月至10月，白沙县邦溪管委
会进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第二次公开招聘，此
次招聘未能严格执行《海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人员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存在预防作弊风险措
施不到位、资格审查走过场等问题，在当地造成不
良影响。

白沙县纪委认为，潘孝信负责此次招聘工作，
没有认真履行职责，其行为已构成工作失职错
误。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有关规定，白沙县纪委
决定给予潘孝信党内警告和行政警告处分。

据了解，白沙县政府已决定取消此次招聘，目
前正在按程序办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