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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代龙超

在雷鸣般的掌声之中，陈婉华接过
了全国“最美家庭”证书，微红的眼里盛
满笑意。她是海南公安边防总队政治
部副主任高冬的妻子。

平时一年忙到头常常连春节也回
不了家的高冬，这一次特意空出两天时
间准备陪妻子去北京领奖。可临行前，
他接到紧急任务，不得不又一次“失信”
于她。

陈婉华只身来了。她知道，全国“最
美家庭”这个特殊的奖项就是全国妇联
授予他们一家的“军功章”。作为高冬的

“大后方”，她要为丈夫接过这枚奖章。
高冬原是公安部边防管理局机关

的一名普通干部，与新婚妻子在北京守
护着一个温馨的小家庭。2004年3月，
高冬与3名同事受命组成先遣小组，来
到了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参与上
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
会的筹备工作。

高冬没有想到的是，妻子竟主动申
请与他共赴贫穷落后的塔什干。而她
肩负的唯一“使命”就是当好丈夫的“贤
内助”，让他全心全意投入外事工作。

高冬还记得，初到塔什干时，为了
“治疗”他的水土不服，陈婉华想方设法

买来面粉，和面、拌馅儿、用细长的瓶子
擀面皮……让遥远的塔什干飘起了熟悉
的饺子香。

塔什干苦到什么程度？高冬不忍
回忆：到塔什干不久，陈婉华怀孕了，因
孕期反应较大需要输液治疗。当地实
行“医药分离”，他只能把妻子留在医院
再四处辗转取药。

一次，当他回到简陋的病房时，发
现地上满是点点滴滴的血迹。“血管太
细，当地的护士找不到血管只好一遍遍
试，扎得她血流不止……”看着妻子苍
白的笑容，高冬的心揪了起来。

2005年，陈婉华分娩在即，高冬利

用难得的探亲假期将她送回中国。然
而，就在儿子出生的第三天，他又不得不
匆匆踏上异国之路，从此两人聚少离多。

2008年，妻子带着三岁的儿子到塔
什干探亲。小小的孩子第一眼看到他，
就开口叫了“爸爸”。原来，自从儿子开
始认人，陈婉华便将他带到高冬的相片
面前，一遍又一遍地说：“这是爸爸，爸
爸是光荣的军人……”

就在探亲结束时，“好客”的儿子居然
向他发出“邀请”：“爸爸你真好，等你有时
间了，欢迎到我家来‘做客’。”回家的时间
太少，高冬在孩子心中俨然成了“客人”。

2010年，高冬圆满完成任务回国。

可2013年，高冬被选派到海南万宁公安
边防支队任职，2015年又被任命为海南
公安边防总队政治部副主任，还未尝足
团聚滋味的一家人再次分开。

“她不光要往来北京、海南两地，还
要不时替我回山东老家看看。”高冬说，
每年春节都是妻子带着孩子回山东陪
伴他的父母，“孩子还小的时候，真不知
她是怎么一个人背着孩子，又扛着一大
袋奶粉、尿布挤的火车。”

陈婉华说：“虽然我们不能和常人一
样相守，但只要彼此心中有爱，生活就
同样精彩。嫁给他，当个警嫂，我无怨
无悔。” （本报海口5月14日讯）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3月12日上午，三亚市红沙社区解
放街西一路20号一如往常的温馨、温
暖。即将启程前往北京领取全国“最美
家庭”荣誉，已经65岁的关志明，罕见地
露出孩童般的紧张。

“家庭和和乐乐，一家人相互理解、
彼此照顾是应该的。”关志明没有想到，
自己的平凡之举竟会引发关注。

关志明所谓的“平凡”，实则“不平
凡”。27年来，关志明和夫人黄亚强共
同抚养妹妹患脑瘫的儿子，不离不弃；
他们用心孝顺、照顾高龄的父母，陪着
父亲安度幸福晚年；夫妻俩关系和睦，
与邻为善，乐于助人……

“雷雷3岁的时候，他爸爸意外因病
去世，10岁时，妈妈又查出患有尿毒
症。”提起妹妹一家的遭遇，关志明依旧
难以释怀。在妹妹被查出尿毒症后，为
能让妹妹延长生命，他先后陪着妹妹前
往文昌、广州等地治疗，遗憾的是，一年
后，妹妹还是撒手人寰。照顾脑瘫外甥
的重任，此后就完全交给了关志明。

27年的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曾

因出生脑缺氧造成脑瘫，而差点被抛弃
的黄雷雷，在关志明家庭的精心照顾下，
早已成长为一名壮小伙，不仅能基本生
活自理，还能流畅地与人交流、交友。

“刚开始，我还以为雷雷是关叔的儿
子，他们待他比自己的孩子还好。”关志
明邻居陈毓珠说。

“雷雷12岁才会走路，以前我刚从
工地挑完沙砖回来，就得背着他，根本

就歇不下来。他上小学都是我和小女
儿轮流背着去的，还得在教室窗边守
着，他只要看不见我们，就会大哭。”为
让雷雷能尽快学会行走，关志明夫妇的
足迹踏遍三亚、保亭、汕头、广州等地，
寻名医找药方；为好好照顾雷雷，关志
明的妻子黄亚强放弃了外出工作

“爸妈把雷雷抚养成人，雷雷的将
来，我们来照顾。”关志明的女儿关国丽

说，照顾黄雷雷，已成为家庭成员间心
照不宣的共识。

解放街西一路20号不仅是黄雷雷
温暖的港湾，也是关家14口人相亲相爱
的大家庭所在。这个四世同堂的家庭
中，不缺笑声，却也不乏困苦。

2014年，关志明86岁的母亲意外摔
倒、昏迷不醒。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两
个月后母亲还是去世了。“一下少了老伴，
已经90高龄的父亲成为我们最担心的
人。”为让父亲关伟祥减少孤独感，关志明
一家人常陪着老人散步、聊天，甚至明确

“用餐时间”，中午饭11时30分，晚餐下午
5时30分，以方便在外打拼的孩子们能回
家陪老人用餐，让老人开心。

（本报三亚5月14日电）

照顾脑瘫外甥27年，关志明夫妇荣膺全国“最美家庭”

瞧这一家人，都乐于付出

丈夫为国戍守异地，她十余年默默照顾家庭，全国“最美家庭”证书见证爱与付出——

“嫁给他，当警嫂，我无怨无悔！”

某银行昌江支行两行长受贿

分别被判刑11年、8年
本报营根5月14日电（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蓝汉军）记者今天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法院获
悉，因经济受贿，某银行昌江支行两名行长刘某
某、张某某分别被琼中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与
8年。

据悉，刘某某于2009年4月至2013年12月
在担任某银行儋州支行（以下简称儋州支行）行长
助理、该银行昌江支行（以下简称昌江支行）副行
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累计165.5万元。

张某某于2007年1月至2013年11月在担
任儋州支行行长、昌江支行行长期间，利用管理贷
款业务之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累计达121万元。

2014年1月21日，张某某主动到琼中人民检
察院投案。案发后，刘某某向琼中人民检察院退
回赃款41万元，之后再次向琼中法院退回赃款
20万元，共退回赃款61万元；张某某向琼中人民
检察院退回赃款54万元。

上述事实，被告人刘某某、张某某在开庭审理
过程中亦无异议。

琼中法院认为，2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
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165.5万元和121万元，均已构成受贿罪。判处刘
某某有期徒刑11年，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8年。
刘某某退回的赃款61万元、张某某退回的赃款
54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刘某某剩余未退的
赃款104.5万元、张某某剩余未退的赃款67万元，
予以追缴。

本报海口5月14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张清华 黄丽娜）记者从海
口市秀英区食药监局获悉，“三证合
一”法人承诺制审批模式日前在该局
启动。

据介绍，省食药监局将海口市秀英
区食药监局定为试点改革单位，推行

“三证合一”法人承诺制行政审批改革
工作，主要针对餐饮、流通以及酒类备
案。启动法人承诺制审批模式后，经营
者只要承诺做到监管部门要求达到的

条件，在签订《法人承诺书》后，向食药
监部门提交相关的材料，当天即可拿到

“三证合一”许可证。
“三证合一”是将申办《食品流通许

可证》、《餐饮服务许可证》、《酒类备案

登记证》中的两证或三证合并为一证，
即从事食品经营的，若经营酒类产品，
合并审批只核发《食品流通许可证》；从
事餐饮服务的，若经营食品和酒类产
品，合并受理审批只核发《餐饮服务许

可证》。“法人承诺制”以“承诺”的形式，
审批部门先给经营者发‘三证合一’许
可证，将法律法规应该提交的材料放到
发证后再提交。

据了解，监管部门会在规定时间

内，组织人员对企业承诺所涉及的场
地、设施、设备等硬件条件依法进行核
查。若有达不到要求的，审批部门将
给予限期整改。

对于恶意造假或违反法律法规
的，监管部门将按此前经营者所承诺
的，撤消其行政审批许可，收回《餐饮
服务许可证》（或《食品流通许可
证》），3年内不受理该经营者此项行
政许可，并列入黑名单内实施重点监
管。

海口推行法人承诺制行政审批改革试点
符合条件的申请企业当天即可拿到“三证合一”许可证

公 告
为保障桥梁安全，根据桥梁荷载检测的需要，将于2015年5

月16日0时至6时30分对海府立交桥、2015年5月17日0时至6
时30分对人民桥和2015年5月18日0时至6时30分对咖啡厂

老桥分别进行荷载检测，届时将对以上桥梁检测路段分别进行交

通管制，途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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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5月15日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公告
（陵土告字〔2015〕29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
资源局决定以招标方式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次招标出让活动委托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投标人资格
本次招标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

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投标。属境外自然人、法人
或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投标的，须提供境外公证部门
的公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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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标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证
明及其它相关文件，应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港地区投标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关文
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权的香港律师公证并由中国
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签章转递并附以附件确认本。澳门、台
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凡有拖欠地价、
严重违反国有土地使用权不良记录的均不予接受投标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按照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
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者得的原则确定中标人。

四、投标咨询及投标申请
有意投标者可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建设银行五

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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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陵水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手册》，并按招标
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投标。投标申请时间：2015年05月15
日08:00至2015年06月15日12:00

五、投标保证金
申请人在提交投标申请前将投标保证金存入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

环境资源局指定账户（以到账时间为准）。投标成交后，中标人的投标
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定金。

六、资格确认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投标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在2015

年06月15日17:30前确认其投标人资格。
七、投（开）标时间及地点
投标时间：2015年06月17日08:30至08:40
开标时间：2015年06月17日08:50
投（开）标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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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其他事项
1、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及联合投标申请。
2、本次招标出让不接受邮寄投标文件。
3、按正常工作时间（上午08:00-12:00，下午14:30-17:00）受理投

标申请报名手续，节假日除外。
4、本次招标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5、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九、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王先生 古小姐
联系电话：（0898）83333322 65303602
联系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建设银行五楼或

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
查询网址：www.landchina.com www.ggzy.hi.gov.cn

www.hnlmmarket.com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05月15日

宗地号

2013-83号

土地位置

位于《海南陵水县香水湾A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范围内

用地面积（平方米）

11719

土地用途

住宅

容积率

1.0<容积率≤1.02
建筑密度（%）

≤20
绿化率（%）

≥50
建筑限高（米）

≤12
出让年限

70

保证金（万元）

2686

起始价（元/平方米）

2880

投资总额（万元）

3843.57

2015年4月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公告
2015年4月，全省空气质量总体优良，其中优级天数比例为

62.9%，良级天数比例为32.7%，轻度污染天数比例为4.0%，中度
污染天数比例为0.4%，轻度污染天和中度污染天主要污染物为
臭氧。与上月比较，优级天数比例下降了13.6%，良级天数比例
上升了9.2%，轻度污染天数比例上升了4.0%，中度污染天数比
例上升了0.4%。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以二氧化硫、二氧化氮、
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臭氧、一氧化碳6项指标进行计算）评
价，2015年4月，空气质量排名靠前的5个市县分别是文昌、琼
中、五指山、三亚和澄迈。

2015年4月全省18个市县（三沙市除外）城市（镇）环境空气
质量排名如下。

备注：屯昌监测数据有效率不足，达不到评价要求。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2015年5月14日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城市

文昌市

琼中县

五指山市

三亚市

澄迈县

保亭县

陵水县

乐东县

万宁市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2.010

2.182

2.188

2.215

2.224

2.249

2.274

2.280

2.351

排名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城市

海口市

白沙县

琼海市

定安县

临高县

儋州市

昌江县

东方市

屯昌县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2.410

2.432

2.443

2.473

2.948

3.018

3.039

3.040

/

保利·半岛1号交房公告
尊敬的保利·半岛1号业主：

我公司开发的保利·半岛1号一期5号楼已通过政府相
关部门验收，定于2015年5月30日集中办理交房手续，详情
如下:

一、交房地点：保利·半岛1号1号楼一楼
二、交房注意事项：准备需缴纳的相关税费、身份证原

件、购房合同、发票、入伙通知书等。
三、详情请咨询：0898-62536666
请各位业主相互转告，恭祝您入伙大吉！
特此公告！

万宁腾远发展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日

主编：张成林 美编：张昕 专题

《海南省专职消防队和志愿消防队建
设管理规定》是海南省首部关于专职消防
队和志愿消防队建设管理方面的专门规
章，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主要有十
大亮点：

（一）落实专职消防队和志愿消防队
的建设管理主体责任。规定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政府专职消防
队的建设管理工作。公安、财政、国土资
源、编制管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发展
改革、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等有关部门，
应当依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政府专职消
防队的建设管理工作。企业、事业、团体
等单位负责建设管理单位专职消防队。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和村（居）民
委员会可以组建志愿消防队，并负责管
理。首次提出鼓励热心消防公益事业的
个人组建志愿消防队。

（二）保障政府专职消防队建设用
地。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政府
专职消防队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并明确“政府专职消防队建站用地属公益
性用地的，实行划拨供应。”

（三）明确机构属性和人员用工模
式。《规定》第5条规定“专职消防队依法
登记为公益类事业单位的，可以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聘用专职消防队员及文
员，或者根据实际需要安排适当的编制。”
明确了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政府专职消
防队的用工主体资格。解决了实践中长
期困扰的专职消防队的机构属性和人员
身份问题。

（四）规范了专职消防队的建设范围
和标准。《规定》结合海南省实际，明确建
成区面积超过2平方公里或者常住人口
超过2万人的乡（镇）或者农场，易燃易爆
危险品生产经营单位和劳动密集型企业
集中的乡（镇），全国和省级重点镇、历史
文化名镇，距离公安消防队较远的经国务
院或者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各类开发区、工
矿区、中心渔港、旅游度假区、风景名胜
区，其他依照法律、法规或者消防规划应
当建立政府专职消防队的区域，应当组建
政府专职消防队；大型核设施单位、大型
发电厂、民用机场、主要港口、卫星发射基
地，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大型企

业，储备可燃的重要物资的大型仓库、基
地；其他火灾危险性较大、距离公安消防
队或者政府专职消防队较远的其他大型
企业应当建立单位专职消防队，并进一步
明确单位专职消防队的营房应当与建设
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针对专职消防
队建设标准不明确问题，规定专职消防队
的建设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尚未制定国家
标准的，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可以会同相
关部门拟定地方标准，并依照标准化管理
的相关规定审定和公布。专职消防队建
成后应当报市、县、自治县公安机关消防
机构验收，并报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
案，经验收合格的专职消防队不得擅自变
更、撤销。

（五）统一专职消防队员及文员的招
用程序及条件。规定政府专职消防队员
招收年龄为18周岁至45周岁，具有初中
以上学历，符合消防员职业健康标准等
基本条件。规定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及文
员招聘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公安机
关消防机构、编制管理、人社、财政等部
门拟定，向社会公开招聘。规定政府专
职消防员实行职业资格制度和职业培训
制度。

（六）赋予专职消防队的消防车辆通
行优先权。规定将专职消防队的消防车
（艇）纳入特种车（艇）管理范围，依法办理
车辆（艇）牌照，并按照规定喷涂标志图
案，配备警报器、标志灯具。专职消防队
的消防车（艇）前往执行火灾扑救、应急救
援任务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
驶速度、行驶路线、行驶方向和指挥信号
的限制；其他车辆以及行人应当让行，不
得穿插超越。

（七）鼓励志愿消防队建设发展。一
是明确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
和村（居）民委员会可以组建志愿消防
队，鼓励热心消防公益事业的个人组
建志愿消防队，鼓励单位和个人捐助
专职消防队和志愿消防队建设。二是
明确政府及职能部门在帮助、支持志
愿消防队建设发展方面的职责。要求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对
志愿消防队的建设管理给予支持和帮
助，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负责
对志愿消防队进行指导和监督。三是

强化对志愿消防队员利益保障。志愿
消防队员参加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统一组织的灭火救
援、消防演练活动，视为出勤，所在单
位不得扣发其工资、奖金或者津（补）
贴。志愿消防队队员因工受伤、致残、
死亡的，相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进行
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落实各项工
伤待遇；符合烈士申报条件的，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

（八）提高专职消防队员及文员的从
业保障水平。一是提高工资待遇。规定
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及文员的工资，由市、
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发展
水平和录用人员情况确定，并随当地平
均工资水平增长相应提高。单位专职消
防队员的工资，由其所在单位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并可以享受本单位生产一线
职工或者高危行业的福利待遇。二是提
高社会保障。组建单位应当依照国家和
本省有关规定为专职消防队员及文员办
理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
险和缴纳住房公积金，为从事火灾扑救和
应急救援工作的专职消防队员办理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三是加强职业健康保
护。组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定
期组织消防队员参加职业健康检查，建立
职业健康档案。

（九）健全政府专职消防队的执勤备
勤机制。《规定》明确了专职消防队的参
加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等八项工作职
责，规定政府专职消防队应当纳入当地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执勤训练、灭火救援
调度指挥体系，实行值班备勤制度，在
岗执勤人员数量应当满足灭火救援需
要。专职消防队应当接受公安机关消
防机构的统一调动，参加火灾扑救、应
急救援。

（十）强调单位不依法建队的法律责
任。单位专职消防队的营房未与建设工
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的，未组建单位专
职消防队的，单位专职消防队组建后擅自
变更、撤销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责任单位处
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法
定代表人处以5000元罚款。

（品观）

《海南省专职消防队和志愿消防队
建设管理规定》解读

乐东启动
省级园林城市创建工作

本报抱由5月 14日电（记者苏庆明）近年
来，乐东黎族自治县不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
取得出色成绩。在此基础上，乐东近日启动了
省级园林城市创建工作，计划用一年时间实施
完成。

以创建园林城市为目标，乐东将以小区庭院
为点，道路绿化为线，公园绿地为面，昌化江河岸
为轴，点、线、面、轴相结合开展绿地系统建设，力
争到2016年5月达到城市绿化覆盖率35%以上，
绿地率30%以上，道路绿化95%以上，人均公共
绿地6平方米以上等目标。

据了解，2008年以来，乐东针对城市景观改
造和美化的投入超过2亿元。近两年来，持续实
施城市道路、入城口等地林木、苗圃种植工作。到
目前为止，县城已有两座较大的多功能园林式公
园及多个小游园，城市面貌改观巨大，得到百姓的
充分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