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 5月 21 日讯 （记者郭
景 水）记者今天从省教育厅获悉，
为科学合理安排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工作，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和资
格认定的准确性，我省从 2015 年开

始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预申请
工作。

省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负责人
介绍，各市县学生资助中心须依据本
市县普通高中学校国家助学金获得

学生名单，对每所普通高中学校提供
的《预申请汇总表》进行核查，核查预
申请学生名单中的学生是否户籍地
与就学地相同且在高三学年获得国
家助学金。若核查发现问题，应要求

高中学校退回整改。各市县教育（教
科）局需在6月15日前将核查通过的
学生名单录入（或通过 EXCEL 表格
模板导入系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预申请系统。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启动预申请
户籍地与就学地相同且高三学年获

得国家助学金的高中应届毕业生

具体
流程

学生申请助学贷款，普通高中学校汇总预申请学生，送至市县学生

资助中心，核对预申请信息，在预申请系统中录入，之后上报预申请

预申请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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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选，共选出获奖报告39篇，具
体如下：

一等奖（3篇）

1、《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南海服务合作基地》/选送单位：省政协研
究室

2、《关于海南禁毒工作专项调研情况
的报告》/选送单位：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
员会

3、《关于加快推进三亚市殡葬改革工
作的调研报告》/选送单位：三亚市政协

二等奖（6篇）

1、《关于加快发展海南产业园区的调
研报告》/选送单位：省政协办公厅、省政协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2、《关于推进旅游消费需求，拉动海南

经济发展的调研报告》/选送单位：省政协
研究室

3、《海南农村生态建设调研与思考》/
选送单位：致公党海南省委会

4、《关于推进海南城镇化的建议》/选
送单位：民建海南省委会

5、《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化海口国
资国企改革》/选送单位：海口市政协

6、《关于加强儋州市基层卫生院医疗
技术能力建设的调研报告》/选送单位：儋
州市政协

三等奖（10篇）

1、《加快镇域经济发展，推进新型城镇
化》/选送单位：海口市政协

2、《加强我省重要渔港建设，促进海洋
经济发展》/选送单位：省政协人口资源环
境委员会

3、《澄迈县殡葬改革工作调研报告》/
选送单位：澄迈县政协

4、《关于构建七叉特色旅游大景区
的调研报告》/选送单位：昌江黎族自治县
政协

5、《关于发展我省社区教育的调研报
告》/选送单位：省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

6、《关于加快推进万宁市少数民族地
区扶贫开发的调研报告》/选送单位：万宁
市政协

7、《关于我省农村垃圾处理的调研报
告》/选送单位：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8、《关于深入推进海南行政审批体制
改革的调研报告》/选送单位：省政协经济
委员会

9、《海口市东寨港红树林建设情况的
视察报告》/选送单位：省政协人口资源环
境委员会

10、《强化公共卫生意识，提升乐东县
农村环境卫生水平》/选送单位：乐东黎族自
治县政协

优秀奖（20篇）

1、《关于海南开展公共外交工作情况
调研报告》/选送单位：省政协港澳台侨外
事委员会

2、《关于屯昌黑猪产业化发展的调研
报告》/选送单位：屯昌县政协

3、《海南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现状
及保护对策》/选 送 单 位 ：农 工 党 海 南
省委会

4、《关于临高县中小学教育问题调研
报告》/选送单位：临高县政协

5、《关于琼海市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
调研报告》/选送单位：琼海市政协

6、《琼中县城乡水污染与治理状况调

研报告》/选送单位：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政协

7、《关于加快发展我省家庭农场的调
研报告》/选送单位：省政协经济委员会

8、《大数据在提升和支撑政府公共管
理的应用调研报告》/选送单位：民盟海南
省委会

9、《关于我省小微企业发展状况的调
研报告》/选送单位：省工商联（总商会）

10、《文昌市名人名居名村保护利用调
研报告》/选送单位：文昌市政协

11、《关于保亭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落
实情况的调研报告》/选送单位：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政协

12、《关于我省宗教自养问题的调研报
告》/选送单位：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13、《关于加大对我省农业生产经营主
体资金扶持的调研报告》/选送个人：李仁

君委员
14、《关于加强生物质资源转化，推动

海南生物质新能源发展的调研报告》/选送
个人：蓝海雄委员

15、《关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运营模
式的调研报告》/选送单位：东方市政协

16、《关于陵水县中等职业学校教育发
展情况的调研报告》/选送单位：陵水黎族自
治县政协

17、《关于我省水资源治理的调研报
告》/选送单位：九三学社海南省委会

18、《关于开发建设牙胡梯田景区的调
研报告》/选送单位：五指山市政协

19、《对定安县中学教育发展情况的调
研》/选送单位：定安县政协

20、《关于白沙县农业生产情况及特色
新产业发展前景的调研报告》/选送单位：
白沙黎族自治县政协

2014年全省政协优秀调研（考察）报告评选获奖名单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近日通报了各市县城乡环境
卫生综合整治工作情况，自今年1月底
全省深入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以来，各市县、各单
位以城市“洁净工程”行动、农村“清洁
家园”行动为抓手，出实招强力推进，全
省城乡环境卫生面貌有了很大改观。

道路乱挖一直是海口市民投诉的热
点。近日，海口正式出台市政道路占用
挖掘管理联动制度，对未经行政许可擅
自占用挖掘市政道路、未按文明施工要

求进行施工等违法行为予以严惩。
停车难已成为快速发展的海南一

大城市管理顽症，近日三亚就启动了荔
枝沟体育馆停车场、临春河市民休闲广
场立体停车场、月川生态停车场三个项
目建设，努力缓解城区“停车难”问题。

海岸线是海南宝贵的资源，为进一
步提高海岸线环境卫生质量，按照省环
境整治办、省住建厅的工作部署，洋浦
开发区近日组织力量加强对海岸线日
常保洁管理，确保海岸线保持干净整
洁，井然有序。

同时，文昌、保亭、万宁等市县还陆
续组织开展水环境专项整治行动。如文
昌大力开展污水管网和截污工程建设；
保亭建立小流域长效管理责任网络和责
任追究制度；万宁对全市6个水库管理片
区的大中型水库主副坝、溢洪道、主干渠
道、灌溉渠道定期组织除草和清理垃圾
工作，并取缔违法砂点48个。

在整治行动中，各市县、各部门还
注重协调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
如琼海在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中做
到任务、标准、责任“三明确”，避免“单

打一”，形成整体“一盘棋”，逐步形成整
治合力。

澄迈县统筹安排全县村镇生活垃
圾处理工作经费。据统计，该县村镇用
于生活垃圾清扫保洁和收运的各项经
费约3386万元，澄迈县政府常务会议已
审议通过。

省住建厅在指导各市县开展城乡
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的同时，还开展了全
省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规划编制工
作。目前，该厅已委托规划编制单位对
全省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进行规划

布局。
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的深入推

进，让很多基层乡镇负责人也转变了工
作思路。在近日举行的“海南省2015年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试点资金竞争性分配
评审会”上，原本是省住建厅鼓励动员各
乡镇申报的情况，变成了34个乡镇“抢
着”申报。

一位乡镇负责人对此解释：“现在
大家都明白无论是否申报试点，农村环
境卫生这块都要抓，我们当然希望能尽
量争取省财政支持了。”

城乡环境整治渐入佳境，各市县各单位合力打造靓丽海南

实招有实效 家园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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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xwj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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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宋鲁军）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省纪委第九
派驻纪检组主任科员刘招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日前已被立案调查。

经查，刘招雄身为纪检监察干部，严重违反办
案纪律，收受被调查人贿赂，情节十分恶劣，极大
地损害了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和形象。省
纪委常委会决定，将其涉嫌违法犯罪问题移送司
法机关依法处理。

省纪委第九派驻纪检组主任科员

刘招雄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陈琴）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监察大队原大队长邢福洪
日前因受贿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经查，邢福洪在担任琼中县国土环境资源监察
大队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共计人民币5.98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
已构成受贿罪。2014年12月19日，琼中县人民法
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等规定，经琼中县纪委常委会、县
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并报琼中县委、县政府
批准，决定给予邢福洪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琼中国土局监察大队原大队长

邢福洪受贿被双开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叶丽美 翁亚玉）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针
对村干部对非法采砂行为监管不力的问题，万宁
市纪检监察机关对南桥镇桥中、桥北两个村的13
名村“两委”干部进行集中诫勉谈话。

万宁市纪检监察机关认为，桥中、桥北两村委
会未能及时发现所辖区域内非法采砂情况，导致
环境资源遭受到破坏，存在监督不力问题。两村
委会干部纷纷表示，将引以为戒，对各自管辖内河
道进行全面排查和整改。

对非法采砂监管不力

万宁13名村干部
被诫勉谈话

5月19日，一名质检员
在仓库登记下线的电动车。

据介绍，专业生产电动
车的海南南凤新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2013年10月在临高
县投产，生产凤凰、雷蒙、椰
树3个品牌电动车。目前，
该公司年产量达5万台，行
销国内市场，产值超过1亿
元，安置当地100多位青年
就业。

本报记者 苏晓杰
特约记者 吴孝俊 摄

临高电动车
行销国内产值超亿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郭景
水）记者今天获悉，北京大学“博雅人才
培养计划”、清华大学“领军人才选拔招
生”计划已经出炉初审结果，并且在教
育部高校招生阳光工程指定平台——
阳光高考网站公布，我省各有15名、40
名学生入围。

记者查询公布的名单注意到，我省
有15名学生入围北京大学“博雅人才

培养计划”初审名单，其中海南中学10
名，海南华侨中学3名，文昌中学、嘉积
中学各1名。

我省有 40名同学入围清华大学
“领军人才选拔招生”计划初审名单，其
中海南中学20名，海南华侨中学6名，
海口市第一中学5名，文昌中学3名，嘉
积中学1名，嘉积中学海桂学校1名，三
亚市第一中学1名，儋州市第一中学1

名，临高中学1名，省农垦中学1名。
统计显示，今年，北京大学“博雅人

才培养计划”初审通过1946人，清华大
学“领军人才选拔招生”计划初审通过
5399人。

北京大学“博雅人才培养计划”招
生日程安排是：初审合格考生按通知登
录网上报名系统打印测试通知，测试时
间为2015年6月10日-11日（具体以

网上报名系统内通知为准），6月22日
左右公布测试结果。清华大学“领军人
才选拔招生”计划的安排是：学生可在
报名系统内查询结果和打印初试准考
证时间，并确认是否参加我校的后续测
试。2015年6月12日左右，初试。（具
体测试时间以报名系统内公布为准），6
月16日-17日进行复试，6月22日公布
招生结果。

北大博雅清华领军计划初审名单出炉
我省各有15名、40名学生入围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 （记者李关平 特约
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樊磊 陈炜森）记者从今天召
开的全省治安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省公安厅决
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把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流动人员住宿登记管理工作作为我省治安管理
工作的重点，从5月25日起至9月5日止，在全
省公安机关组织开展流动人员住宿登记管理“百
日会战”。

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和各市县公安局局长签
订《海南省公安厅流动人员住宿登记管理工作责
任书》，立下军令状，明确了限期完成的目标任务，
迅速扭转治安管控的被动局面。

省公安厅要求，各级公安机关“百日会战”中
对辖区流动人员住宿的各类场所按照以下五类开
展一次全面的检查：办理特种行业许可的旅馆、酒
店；旅业式出租屋、出租屋；留宿客人的洗浴按摩
场所、歌舞娱乐场所、网吧；家庭旅馆；私人住宅、
用工单位等。

全省公安机关部署开展流动人员
住宿登记管理“百日会战”

将对五类场所全面检查

本报讯（记者孙婧）记者从近日召开的三亚
市禁毒工作会议上获悉，三亚今年将全力抓好正
在开展的“飓风禁毒”和“网络扫毒”专项行动，把
打击锋芒对准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零星贩毒活
动和网络贩毒活动，对涉毒娱乐场所实行“一次
性死亡”。

2014年，三亚相继开展“除毒瘤”专项行动、
娱乐服务场所涉毒问题整治专项行动等系列打击
行动，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387起，缴获毒品总量
48.674公斤，共查获吸毒人员2018人次，查处涉
毒娱乐服务场所15家次，行政拘留83人。

三亚部署禁毒扫毒专项行动

涉毒娱乐场所
实行“一次性死亡”◀上接A01版

适合布局在哪里，特别是搞明白如何培
育并产生效益。研究要具体细化，体现
出针对性、可操作性，能有长进和落实，
使我省产业结构在“十三五”能够真正
优化。

刘赐贵指出，加快优化产业结构，培
育新经济增长点，是贯彻“四个全面”、适
应经济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是坚持生态
立省统筹协调保护和发展关系的客观需
要，是促进海南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
展的迫切需求。各级各部门都要高度重
视产业的培育和优化，深入调查研究，把

谋划产业和制定“十三五”规划结合起
来，把“十三五”的增长点和发展指标落
实到一个个产业、一个个项目上，通过扎
实工作改变我省目前“一业独大”的不合
理产业状况，优化产业结构。

刘赐贵说，政府要切实承担起产业
发展和培育的责任，不能纸上谈兵，不
能做到哪算哪，更不能放任自流、撒手

不管，而是要从这12个课题的研讨开
始就明确责任主体，把问题研究透彻，
把工作做到实处。要从产业研究到产
业发展的全过程建立责任制，把责任细
化到人头上，在实践中检验干部、考核
干部、锻炼干部。要以2014年为基础
把各产业的底数摸清，认清产业现状、
龙头企业、发展潜力等。要注重与“十

三五”规划的衔接，明确“十三五”产业
发展的具体目标，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
和需要推动的工作。要把产业培育突
出体现在企业、项目上，产业布局、结构
调整、扶持政策都要有具体措施。要边
调研、边定策、边招商，创新工作方式方
法，统筹推动各项工作。

会议明确了12个课题组的责任分
工等事项。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副
省长李国梁、王路、陆俊华，省政协副主
席、科技厅厅长史贻云，省长助理陆志
远、李富林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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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粽子’这块金字招牌已具有

一定的底蕴和基础。”儋州市商务局局长
吴三敏说，在历史渊源、特色经营、规模
效应等方面，儋州粽子可圈可点。

千年儋耳粽，万家端午情。儋州粽
子历史源远流长。据《儋县志》等文献记
载，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平定海南时，
其坐骑刨井为将士解渴而得名白马井。
人们取此井中之水蒸煮以虾米为料的粽
子，故名“伏波虾米粽”。北宋大文豪苏
东坡谪居儋耳时，创制的“东坡粽”品种
丰富，包括豆子粽、干鱼粽、虾仁粽、鸭蛋
粽等。明朝初期，儋州洛基地区走出了

“威武将军”符南进、“嘉应将军”符那宽，
他们晚年荣归故里后，平时喜欢吃粽子，
这就是“洛基粽”的源头。

儋州市商务局副局长朱秀扬说，儋
州粽子品种丰富，特色鲜明。比如，海边
居民做的粽子，原料中主要是鱼虾等海
产品；内陆居民做的粽子，原料以猪肉、
豆类等为主；而在苗族地区，更是出现了
色香味俱全的“五色粽”。

据介绍，近年来，儋州粽子的生产规
模逐年递增。2013年，儋州粽子产量超过
600万个，实现产值6000多万元。2014
年，仅端午节期间就售出儋州粽子750多
万个、销售收入逾9000万元。田传明说，
目前该市已有广和、五哥、东坡、黑妹、美乐
等近30家具备常年生产能力的粽子厂
家。他说，今年儋州粽子预期销售目标至
少800万个、销售收入将突破1亿元。

事实上，儋州粽子产业除了纵向抱
团合作，还在实现与旅游产业融合发
展。儋州市旅游局局长李洪涛说，2014
年，由于推出“品香粽、摘黄皮、游儋州”
活动，端午节期间接待游客2.1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1449万元。

“从5月18日至6月20日，开展以
‘品味儋州香粽，感受东坡文化’为主题
的粽子文化推广季活动。推广路径为政
府主导+协会主推+产业主唱+企业主
体+产品主打+媒体推介。”吴三敏介绍
说，儋州将培育多个对接海口、三亚和省
外市场的营销伙伴，打造海南首家美食

“线上销售+线下体验”的新营销模式，
使儋州逐步成为海南西部美食和旅游的
中心城市。

儋州市市长张耕指出，要开展丰富
多彩的推广季活动，促进儋州粽子生产
销售常态化，并擦亮粽子“金字招牌”，做
大做强这一富民产业。

千年儋耳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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