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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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讯 今天下午，省委常委、常
务副省长毛超峰在海口会见了英国新任驻广州总领
事卢墨雪一行。 （鲍讯）

毛超峰会见
英国新任驻广州总领事

重拳打违违 攻坚三年

本报三亚6月15日电（记者苏庆
明）今年以来，三亚雷厉风行高压密集
打击违法建筑，取得显著成效。记者今
天从三亚市政府了解到，截至6月11
日，三亚各区违建存量累计消减108.8
万平方米，占存量的26.4%，今年消除
50%违建存量的目标完成过半。

据统计，2014年底，三亚各区共有
违建存量412万平方米。今年年初，三
亚市政府明确本年打违控违目标为：全
市违建存量消除50%，新增违建控制在
5%以内。在这一目标引领下，三亚出
台了新的控违办法，明确属地网格化管
理原则及责任追究机制，各区纷纷成立
专门巡查与打击队伍，按照“露头就打，
打早打小，严禁增量，削减存量”的原
则，开展“铁锤行动”。

“取得这一成绩非常不容易，这一

过程我们克服了很多阻力。”三亚市综
合执法部门有关负责人说。今年4月，
吉阳区在拆除迎宾路一处大型违建时，
建筑“业主”竟以合同纠纷为由向海口
市秀英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该区
及时向法院说明后得以强制拆除。

打违过程中，许多“重灾区”一一
被攻破。4月，吉阳区拆除了位于迎宾
路月川社区面积近4万平方米的市中
心最大违建群。同期，天涯区拆除了
凤凰机场扩建项目用地内75栋总面积

高达7.5万平方米的违建。针对受灾
严重的农村，5月21日以来，吉阳区先
后3次行动，成功拆除上抱坡村师部农
场附近34栋违建群，总面积6.8万平
方米创下该区打违新高；在“著名”的
海坡村，4月天涯区拆除了1.6万平方
米的违建凤凰豪生海岸酒店，创下截
至当时该区最大打违面积纪录。6月8
日，该区再次对海坡的大型违建豪都
花园酒店进行拆除，1.8万平方米的面
积创下新纪录。

三亚今年打违目标完成过半
多处大型违建被拆除

本报屯城6月15日电（记者王培
琳 通讯员邓积钊）屯昌县委、县政府
昨天召开全县开展违法建筑3年攻坚
行动动员会，宣布利用3年时间，深入
开展对全县违法建筑的集中整治行
动，力争到2018年6月底前实现违法
建筑增量基本控制，存量基本整治，
全面遏制违法建设行为，全面实现依
法建设。

行动会确定，今年9月底前，对全
县违法建筑再次调查摸底，针对每一栋
违法建筑提出处置意见，建立台账。今
年7月至2017年12月，对违建分阶段、
分区域集中整治。

据初步重点摸查，屯昌重点地区违
建仍高达9094.35平方米。并且存在
着少数党员干部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建
房，有个别干部利用职务之便纵容、包

庇或参与违建行为，倒卖土地，中饱私
囊等问题。

屯昌确定的打违重点包括，自然保
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
区内的违建。在县城重点整治主要街
区、主要市政道路两旁、城中村及严重
影响规划实施、妨碍公共安全、公共卫
生以及市容环境的违建。在县城城郊
结合部，重点整治水口村、竹头塘村等

违建等。
县委书记田志强说，各镇党委书

记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在管
辖和职责范围内该发现问题而没有发
现就是失职，在责任范围内发现问题
该打击不打击，该审批的不审批，该处
罚的不处罚就是渎职。

凡是党员干部、公务员涉及到违
建的，要主动带头拆除；凡是不干

事、不作为的或抵制造成影响的，坚
决查处，特别是对领导干部暗中参
与、纵容、支持违法建筑行为的，一
律从严查处。凡是党员干部、公务
员、教师等国家工作人员涉及其中
的，要主动带头拆除，禁止出面说
情，寻求变通、开脱，凡是抵制或散
布不良言论造成影响的，要依照党
纪政纪从严处理。

屯昌宣布利用3年时间开展违法建筑集中整治行动

建立违建台账 追究失责干部

本报海口6月15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徐敏）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工商局
获悉，海口工商贯彻落实“马上就办”的

“海口精神”，将全面开放企业名称预先
核准工作，试行企业申请工商登记提前
进行自助名称登记。

在全省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活动之际，海口市工商局积极贯彻“谋
事要实”“马上就办”的作风要求，6月
9日连夜召开专题会议，抓紧研究落实
省工商局《助力小微企业发展的十八
条措施》的具体配套措施。6月14日，
市工商局讨论并原则性通过了《关于

放开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的实施办法
（试行）》，将原定的针对小微企业放开
名称预先核准工作，扩展到全面放开
所有企业名称预先核准工作，试行企
业自助名称登记。

海口市工商局局长邢帆认为，此
次全面放开企业名称预先核准工作，

意义重大，一是全面放开全市企业名
称库资源，为投资人提供更加方便快
捷的名称查重渠道，避免投资者为了
核名来回奔波。二是实行企业自助名
称登记，工商部门对企业名称不再进
行审批，改为备案登记，给了企业更多
自主选择权。

工商部门通过“放开企业名称预先核准实施办法”

海口全面试行企业自助名称登记

本报海口6月15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许
艳）主题为“低碳城市 宜居可持续”的2015年海南
省低碳日启动仪式今天在海口举行。当天，全省各
公共机构同时举办了能源紧缺体验和绿色低碳出行
活动，以停开七层以下办公楼电梯、关停办公区空调
和关闭公共区域照明等方式开展电力紧缺体验，倡
导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骑自行车或步行上下班等绿
色出行方式节能减碳。

我省定于2015年6月13日至19日开展节能宣
传周和低碳日活动。在今天的低碳日启动仪式上，
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三亚）等8个社区被授予“海
南省低碳社区试点单位”，还举办了“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讲坛等。

2015年海南省低碳日启动

倡导绿色出行方式

本报海口6月15日讯（记者罗霞）记者今天从
省烹饪协会获悉，在近期举行的2015（第九届）中国
餐饮产业发展大会上，中国烹饪协会发布2014年度
中国餐饮五百强门店榜单，海口琼菜王南海店、三亚
益龙海景渔村、海口龙泉海鲜酒楼等我省三家企业
荣获“2014年度中国餐饮五百强门店”称号。

“中国餐饮五百强门店”是中国烹饪协会首次设
立的奖项，由各省行业协会按条件评选推荐，中国烹
饪协会从全国推荐的1500多家餐饮名店中择优评
出500强，上网公示征求意见后确定获奖名单。

我省三家餐饮企业获评为
中国餐饮500强门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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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企业自助名称登记后，在
海口市政府服务中心工商窗口申
请注册登记的企业法人（注册资本
100 万元以上），申请人无需提交
纸质申请书等申报材料，可以自行
登录省工商局或海口市工商局的
官方网站进行名称自助查询，自行

确认申报的企业名称有没有违反
企业名称规则、有没有与其他企业
名称相同或相近，提交工商部门备
案登记后，即可获得《网上申报预
审通知书》或《企业名称预先核准
通知书》，直接申办工商设立登记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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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销售地址：

●海南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国贸店
国兴店 龙昆南店）

●家乐福超市（红城湖店、海府店、国
贸店）

●绿滋肴海南特产超市：海口市国贸
大道24号海涯大厦一楼

●海口骑楼小吃街
●海口国贸玉沙路21号京华城
●海口美兰区振南路美舍苑小区临街

铺面16号玉兔庄
●海口秀英区港丰农贸市场A12号

三亚销售地址：

●三亚市解放二路小吃城
●三亚市商品街麒麟巷

正宗儋州粽
哪里卖？
服务热线：

23835500

“玉粒量米水次淘，裹将箬叶苎丝
韬。炊馀胀满崚嶒角，剥出凝成细纤
膏。”清代诗人谢墉的这首诗，将粽子的
特点描绘得淋漓尽致。端午将近，儋州
各地粽香弥漫，节庆氛围日渐浓烈。

清晨，一缕轻风吹散了萦绕的雾气，
也吹远了儋州粽子的清香。那大镇的大
街小巷，渐渐热闹起来。幸福街、前进
街、大成街……临街屋檐下传出阵阵欢
声笑语，男女老幼齐上阵，摆出一溜儿粽
叶、糯米、猪肉和蛋黄，包裹出一个个诱
人的粽子来。

满脸沧桑的阿婆生起炉火，准备煮
上一锅香气腻人的粽子。火苗舔舐着锅
底，映衬着阿婆火红的笑脸，时光仿佛停
驻了，只有粽子的清香在无限的空间里
弥漫开来。此刻，这些洋溢着幸福味道
的寻常巷陌，才是真正的人间天堂。

再紧的门，也关不住这诱人的粽
香。它像撒欢的孩子，挑逗着人们的嗅
觉神经；又像诗人的吟哦，勾起人们黏稠
的思绪。闻着粽香，耳畔仿佛传来屈原
《离骚》的袅袅之音，又仿佛听见汨罗江
上深情的呼唤。闻着粽香，游子们的思
乡之情愈发浓烈，迁客骚人们的灵感瞬
间迸发。

经过七八个小时的熬煮，粽子终于
出锅了，望眼欲穿的人们七手八脚地将
粽子捞出来，解开束缚、剥去外衣，一个
个晶莹如玉的粽子呈现在眼前，令人食
指大动。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不懂
粽子背后的文化内涵，但这不影响他们
对美味的准确判断，竖起的大拇指，是对
儋州粽子的最好评价。

斜阳落去，“时于粽里得杨梅”的苏
东坡早已随风逝去，“哀民生之多艰”的
屈原身随东流。晚风习习，吹不散诗人
低声的吟哦，吹不散华夏大地对屈原的
深情缅怀，更吹不散儋州粽萦绕在口齿
和心间的余味。 （白竹 谢振安 张琳）

儋州：粽香弥漫 端午情浓

儋州粽子严格选材。袁才 张琳 摄儋州粽子绵软飘香。制作工序严谨。袁才 张琳 摄

儋州粽子受消费者欢迎。 舒晓 吴文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