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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刘贡）
自去年两场强台风以来，海口受损的海
岸线正由几家国有企业加紧修复。近
日，万绿园至海口湾段修复工程完工。

据了解，去年两次强台风致使海口的
海岸线受损45公里，其中西海岸受损10
公里。为尽快对海岸线进行修复，假日海
滩段工程由海口市旅游投资控股集团负
责，海口世纪公园段由海口市城建集团
有限公司负责，另有包括万绿园至海口
湾的A、B、C三段由海口市城市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负责。海口正通过恢复海口
世纪公园、万绿园、海口湾及西海岸观光
旅游景区的景观，提升海口旅游形象。

海口城投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公司
负责的三段工程全长约6公里，其中堤
防4公里。自今年3月开工以来，堤防
基本完工，可以达到抗20年一遇台风标
准。已经完工的万绿园至海口湾属于A
段工程。

修复受损海岸线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孙慧）
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商务局获悉，近日海
口市计划安排专项资金2600万元，用于
推进今年“菜篮子”流通优化建设工程，
符合条件的企业请尽快申报相关项目，
领取政府扶持政策补助。

根据海口市政府印发的《海口市“菜
篮子”流通优化建设工程细化实施方案
（试行）（下称《方案》）规定，海口市内设
置“菜篮子”销售专区的农贸市场摊位、
电商服务平台、连锁便利店、超市都需与
商务局签订服务合同，政府将给予一定
的扶持服务资金。

《方案》规定，参与项目建设销售摊
位的市场摊位费和农贸市场管理费由
政府支付，每个摊位费不高于500元/
月；给每个农贸市场市场管理费为
1200元/月；连锁便利店、超市门店、农
副产品平价商店开设海口市“菜篮子”
蔬菜销售专区前期建设费用可向政府
申报，按照专区面积给予一定的扶持补
贴；设立“菜篮子”专区的个体户或企
业，3个月内销售量达到规定销售量的
130%、160%、200%以上，又可获得相
应标准的奖励资金，最低为2925元，最
高可达67500元。

海口计划安排2600万元
推进“菜篮子”工程流通优化

符合申报条件企业
快来申报领取补助

本报海口6月 9日讯 （记者刘贡
通讯员张亚 车秀芬）6月 9日 12时 45
分，昌江黎族自治县气象台发布干旱
橙色预警信号；17时，三亚市气象台发
布干旱橙色预警信号。这是自 2009
年《海南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及防御
指南》制定实施以来，海南首次发布干
旱橙色预警信号。

据了解，从2015年1月开始，截至6
月7日，海南省有10个市县累计高温日
数已经超过了20天，最多的昌江已有

53天；有13个市县的高温日数位列当
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前5位，其中临高、
儋州和昌江位列第1位。由于气温偏
高，降水偏少，引发了不同程度的气象干
旱；目前昌江和三亚为特重气象干旱，乐
东、五指山、琼海、东方、保亭和陵水6个
市县为中度气象干旱，白沙、琼中和临高
为轻度气象干旱。

海南省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吴胜安
统计了解放后的几次大旱，他介绍道，这
是近年来发布的首个干旱预警信号。建

省后的最大一次旱灾是2004年10月至
2005年1月，海南全省降水偏少86%，
南部的严重干旱区偏少90%。吴胜安
解释，2004年海南岛经历了“无热带气
旋影响年”，导致全年降水明显减少，从
2004 年 9 月至 2005 年 7 月，出现继
1977年全岛性大旱之后的又一次全省
性大范围的四季连旱。

海南的干旱预警信号分二级，分
别以橙色、红色表示。干旱指标等级
划分，以国家标准《气象干旱等级》

（GB/T20481-2006）中的综合气象干
旱指数为标准。发布干旱橙色预警信
号，是指未来一周综合气象干旱指数
达到重旱（气象干旱为 25～50 年一
遇），或者某一县（区）有40%以上的农
作物受旱。发布干旱红色预警信号，
是指未来一周综合气象干旱指数达到
特旱（气象干旱为50年以上一遇），或
者某一县（区）有60%以上的农作物受
旱。

据悉，为缓解旱情，4月下旬开始，

海南省利用有利机会，已在13个市县陆
续开展了人工增雨作业。

省气象部门提醒：干旱期间，相关
部门要加强水资源的调配与用水管理，
进一步加大防旱减灾工作、人工增雨作
业和有效蓄水工作力度。同时要加强
森林防火管理和预防工作；科学安排电
力调度。干旱地区胶园需控制割胶次
数或停止割胶；荔枝、芒果等果树及时
采摘并做好整枝果树修剪管理，以减少
损失。

今年来已有10个市县累计高温超20天，气象干旱市县达11个

海南发布首个干旱橙色预警信号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王
剑）近日，海南省减灾委员会发出《关于进一步
做好防灾抗灾救灾工作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要求省减灾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各市、
县、自治县减灾委员会进一步做好防灾抗灾救
灾工作。

《通知》提出，今年前期，我省降水量偏少，不
少市县出现了气象干旱，个别市县的旱情还较为
严重。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在继续发展和加强，
未来我省极端天气气候如强台风、强降水和干旱
发生的概率都有可能增大。

如何做好防范应对？《通知》提出，要进一步加
强灾害性天气过程的监测预警预报，密切跟踪和
监视各类自然灾害的发生、发展，加强部门间的沟
通、协作和会商，认真做好雨情、水情、汛情和震情
的趋势分析和研判，及时发布灾害预警预报信
息。要把汛期可能多发的干旱、山体滑坡、暴雨洪
涝、台风等灾害作为防范重点，认真组织开展灾害
风险隐患排查，尤其要加强中小学校、幼儿园、卫
生院、养老机构、建筑工地、旅游景点、避灾场所等
人员密集区的隐患排查。

省减灾委下发紧急通知

密切跟踪监视各类
自然灾害发生发展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许春媚）今天，我
省首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合生元母婴救助基金

“爱心医院”在海南省妇幼保健院挂牌。
据了解，这一项目是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简称“国家
妇幼保健中心”）共同发起，由合生元母婴救助基
金具体实施，旨在帮助中国贫困重症母亲（孕育期
至孩子三岁以下）及0-14岁贫困重症儿童（以下
统称“贫困重症母婴”），使其不因缺乏资金导致缺
医失救。目前，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合生元母婴救
助基金已与国内多家医院签订了“爱心医院”协
议。海南省妇幼保健院作为海南首家“爱心医
院”，实施时间为三年，救助基金共计50万元。

揭牌活动当天，基金组织给10位正在海南省
妇幼保健院小儿骨科接受手术治疗和儿童康复中
心进行康复训练的贫困重症儿童，每人捐赠了
3000至5000元人民币，使其可以获得及时医疗
救助。

据介绍，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合生元母婴救
助基金于2007年在广州设立，是由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倡导实施，并联合广州市合生元生物制品有
限公司共同设立的旨在救助贫困重症母婴（妈妈
和孩子）的专项公益基金，救助对象分别为贫困家
庭中身患重症的妈妈（孕育期）、贫困家庭中身患
重症的孩子（0岁至14岁），救治的病种包括白血
病、脑瘫、自闭症、先天性心脏病、重型地中海贫血
以及严重外伤等。

母婴救助爱心医院
在省妇幼保健院挂牌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洪宝光）
近日，省人社厅、住建厅、财政厅、安监
局、总工会、地税局等部门联合下发《关
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通
知》，要求今年内新开工的建筑施工项目
全部参加工伤保险，在建项目60%以上
参加工伤保险，建筑施工企业全部按用
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

根据计划，今年内新开工的建筑施
工项目全部参加工伤保险，在建项目
60%以上参加工伤保险；2016年，巩固
新开工项目全员参保成果，在建项目
80%以上参加工伤保险，工作基础较好、
进展较快的地区，实现全部在建项目参
加工伤保险；2017年，实现建筑施工企
业及建筑施工项目工伤保险全覆盖，建
筑业从业人员全部参加工伤保险。路桥
梁、机电安装工程类为1%。

据悉，省人社厅等6部门将联合开
展建筑施工企业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及
建筑业从业人员工伤保险权益保障情况
的专项联合检查，一旦发现问题，将督促
整改，并进行情况通报，以加快建筑施工
项目参加工伤保险。

今年新开工
建筑施工项目须
全部参加工伤保险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侯小健 通讯员尹
建军）眼下已进入汛期，地质灾害防治不可小觑。
为有效预防地质灾害，我省各市县近日陆续编制
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全面开展汛期地质灾害
隐患排查，落实好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制度，加强应
急处置队伍建设，提升地质灾害防御能力，最大限
度减少灾害损失。

省国土资源厅有关负责人称，海南是台风多
发区，强暴雨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突发性
地质灾害时有发生，地质灾害防治不可小视。省
国土资源厅汛前已对今年防治地质灾害进行了全
面部署，要求各市县国土部门加强地质灾害隐患
排查，编制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及隐患点防灾
应急预案，发放防灾工作明白卡和避险明白卡，落
实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制度。

各市县国土资源局近期已全面动员，全面开
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对每个地质灾害隐患点进
行逐一清理，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点增号、销号动态
管理工作，完善监测、巡查、值班、速报等制度，建
立健全地质灾害防治体系。

我省全面开展汛期
地质灾害隐患排查

■ 本报记者 孙婧

距离6月11日第九届三亚国际车
展开幕还有最后1天的时间，参展车商
们在为展台布置做最后的准备，同时不
放弃继续向厂家协调更低的价格和更
多的优惠。记者今天总结其中9家车
商的最终优惠信息，一手资料抢鲜看。

梅德赛斯-奔驰
为展会提供8台特价车
奔驰S最高优惠12万元

奔驰GLA（新款）、奔驰GLK和奔
驰C三款车在展会现场共提供8台展会
特价车。

此外，奔驰S级轿车在本次车展上
最高优惠可达12万元。

上海大众
部分按揭购买低首付

此次上海大众给车展的优惠史无
前例，迈特威最高让利4万元，夏朗最
高优惠3.7万元，朗逸科技版优惠2万
元。POLO GTI给出99元抵2万现金
并赠送500元油卡的优惠。

部分车型按揭购买提供低首付、0
利率。置换车最高优惠2万元。

斯柯达
购车均0利息

斯柯达是德国大众集团旗下第三个
在华投产的汽车品牌，本次车展，其中野
帝车型限量3台，享受最高优惠4万元。
斯柯达旗下所有车型展会中均可享受购
车0利息政策。

别克
2015款全新英朗

油耗值刷至4.0L/100km新低

别克昂科雷提供一台限购车，展会
价格54.9万元，相比原价直降10万元。

2015全新英朗是别克力荐的省油
车型，综合工况油耗为 5.8L/100km。
目前全新英朗车主反馈的油耗值低至
4.0L/100km。别克车商喊话车主，关
注“SY_buick”微信回复“晒英朗”活
动，在微信朋友圈晒出油耗，就可在经
销商店领取100元油卡。车展中，购买
全新英朗即享国家3000元节能补贴，
首付低至3.29万元，另有7万元定额贷
款，12期0利息。

北京现代
神秘惊喜现场揭晓

北京现代第九代索纳塔为2015年
2月升级推出的中高级轿车，也成为此
次北京现代力荐车型。新款车将提供
贷款3年免息优惠政策。

有关优惠政策方面，“目前不方便提
供更多信息，我们会在车展现场才公开
最终惊喜。”市场部负责人刘东南表示。

东风本田
城市SUV拥有过硬技术

为车展力荐的2款城市SUV，拥有
前卫的外观、潮流的内饰和过硬的发动
机核心技术，最大程度展现了东风本田
的造车理念。

车商方面透露，此次车展所有车型
最高优惠4万元。

东风风神
为村干部、教师、公务员购车

提供特别支持

在四天的车展时间里，风神将每日
推出一台经典版特价车，最高直降1.28
万元。此外，根据村干部、教师、公务员
客户群需要，风神特别推出了“购车享
三年0利息0手续费”的优惠政策，并额
外赠送2000元油卡。

值得一提的是AX7（阅兵版）的推
出，在原来配置基础上新增了7项配
置，预售价格13.47万元。

九龙汽车
购新能源电动商务车E6

可享48万元节能补贴

在本次展会中，九龙汽车推出价值
51.8万元E6纯电动商务车，满足一定
条件的购车者，可以享受国家和省市共

48万元购车补贴，最终实现个人自付
3.8万元即可拥有九龙E6。

购车者若为海口户籍的个人或海
口注册的公司，就可以享受以上48万
元节能补贴。

此外，展会还推出九龙艾菲系列保
姆汽车，最高享受3万元现金降价。

长城汽车
哈弗H6 Coupe

体现未来SUV发展趋势

长城汽车全系车型都将参展，最高
优惠现金4000元。

值得推荐的是哈弗H6 Coupe，
该车为国内首款 Coupe 风格 SUV，
售价 13.98 万元-17.18 万元，运动式
轿跑外观、丰富的科技配置、高成本
投入的安全设计，体现了未来SUV的
发展趋势。

（本报三亚6月9日电）

主办单位：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地 点：三亚市凤凰路155号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界国际会展中心

乘车指南：乘坐10路内环、10路外环、20路、30路车在三亚湾红树林酒店站下车

举办时间：2015年6月11日至14日每日9时至19时

购车热线：13307677355

参展品牌：奔驰、宝马、上海大众、一汽大众、雪佛兰、福特、别克、东风本田、一
汽丰田、广汽本田、广汽丰田、东风日产、马自达、北京现代、东风悦达起亚、进口起
亚、斯柯达、东风风神、长安轿车、风行汽车、九龙汽车、长城汽车、江铃汽车、东风
标致、三菱汽车、比亚迪、启辰、纳智捷、郑州日产、东南汽车

关 第九届三亚国际车展注
温
馨
提
示

与你约“惠”今夏 伴君共享惊喜

三亚国际车展明日“驰骋”而来

6月9日，海口西秀海滩以西近千米石护栏重新安好。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主编：张成林 美编：张昕 专题

问：实行涉诉信访改革后，
当事人应当如何行使申诉、申请
再审权利？

答：按照涉诉信访改革的要求，将涉诉
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当事人应当依法行
使申诉、申请再审权利。由于大部分涉诉
信访来自民商事案件，这次民事诉讼法的
修改对这块的修订幅度最大，因此，我就重
点说一下民商事案件的信访问题。

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生效民事裁判
的，可在该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
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
人数众多或者原告和被告均为公民的案
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人民法院通过审查，依法裁定再审或

者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民法院处理后，
当事人再次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人民
法院不予受理。仍不服的，当事人还可以
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经
人民检察院处理后，当事人不得再次向人
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申请。

问：实行涉诉信访改革后，
还是否举行全省法院集中大接
访或者安排法院领导定期接访？

答：去除司法的行政化干预是此次涉诉
信访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领导接访是带
有较强行政化色彩的处理模式，与将涉诉信
访纳入法治化轨道解决的改革精神不相
符。今年3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了《领导

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
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要求领导干部一
律不得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的处
理。同时，海南法院今年初已经开始实施司
法体制改革试点，按照“让审理者裁判、让裁
判者负责”的改革精神，落实主审法官、合议
庭办案责任制，由主审法官、合议庭独立对
案件负责，院长、庭长不再过问案件。基于
以上原因，省高院将不再开展全省法院集中
大接访或者院领导定期接访活动。

问：实行涉诉信访改革后，
法院领导对当事人反映案件情
况的来信是否会做出批示？

答：案件进入诉讼程序或者人民法

院已经作出生效裁判后，当事人常以各
种理由给法院领导写信反映情况，希望
引起法院领导的重视。实行涉诉信访改
革后，由于法院领导不能插手具体案件
的处理，也不能干预法官的独立审判，法
院领导对当事人反映案件情况的来信既
不再做出批示，也不再回复。当事人如
需反映案件情况，可直接向承办法官或
者合议庭提出。

问：实行涉诉信访改革后，
对已经走完法律程序的涉诉信
访案件将如何处理？

答：根据中办、国办《关于依法处理
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中央政法委

员会《关于健全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
制度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
涉诉信访依法络结工作办法》的有关规
定，当事人已经依照法律规定行使了申
诉、申请再审权利，案件已经走完法律程
序，当事人再到人民法院缠访缠诉的，对
符合终结条件的，人民法院将启动涉诉
信访终结程序。对已经终结的涉诉信访
案件，各级人民法院将不再登记、不再受
理、不再答复。

问：实行涉诉信访改革后，
对到人民法院以违法方式信访
的当事人将如何处理？

答：2014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

印发了《关于依法维护人民法院申诉信访

秩序的意见》，明确规定申诉信访人员应当

遵守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有关诉讼参与

人行为规范的规定。

对有轻微缠访、闹访行为的，人民法

院的司法警察要进行劝阻、批评、教育；

对扰乱申诉信访秩序的，司法警察要采

取训诫、制止、控制、强行带离等处理措

施；对司法工作人员进行侮辱、诽谤、诬

陷的，人民法院可以罚款、拘留；对有聚

众哄闹、寻衅滋事或者自杀自伤造成恶

劣社会影响以及煽动、串联、胁迫、教唆

他人采取极端方式缠、闹访的，要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另外，对极端闹访行为，人
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通过媒体向

社会予以公布。 （三皮）

依法申诉 理性维权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负责人解读海南法院涉诉信访改革相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