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日

中考气象信息
（6月24日-25日）

最低气温
北部、南部25-27℃；中部23-25℃；东部26-28℃；

西部24-26℃
最高气温

北部、东部31-33℃；西部、南部29-31℃；中部30-32℃

北部多云有小
雨；南部、西部多云
有小雨，局地有中雨24

6月

日

最低气温
北部、西部、南部26-28℃，中部24-26℃，东部27-29℃

最高气温
北部33-35℃，中部、南部31-33℃，东部、西部32-34℃

北部午后局地
有雷阵雨

25
全岛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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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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何书瑶）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乐东黎族自
治县纪委日前对该县综合执法局等8家单位作风
建设不力问题进行通报批评。

乐东近期开展的作风检查发现，该县劳动保
障大队、畜牧兽医局、文化馆、图书馆、爱卫办、民
政局、综合执法局、大安镇政府等8家单位，对作
风建设问题不够重视，管理较为松懈，仍存在上班
时间人员不在岗、责任心不强，工作纪律涣散等问
题。为严肃纪律，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乐东对上述
8个单位进行全县通报批评。

作风建设不力

乐东8家单位被通报批评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张谯星）海南廉
政网今天发布消息，三亚市政协副主席周阳涉嫌
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三亚市政协副主席
周阳接受组织调查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丁静）
记者今天从海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获
悉，第二十五届（2014年度）海南新闻奖
已于近日评选揭晓。本届共收到省内及
中央驻琼新闻单位选送的304件参评新
闻作品，有171件作品获奖，其中特别奖2
件，一等奖26件，二等奖57件，三等奖86
件。海南日报获特别奖1件、一等奖5件。

第二十五届海南新闻奖设项目12
个，分别是报刊系列驻琼媒体，报刊系列
省内媒体，广电系列广播作品，广电系列
电视作品，广播电视新闻访谈、新闻现场
直播及新闻节目编排，网络新闻，新闻摄
影，报纸版面，报纸专栏，报纸副刊，新闻
漫画，新闻论文。

海南新闻奖是经省委宣传部、省评
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批准常
设的全省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参照中
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评选办法评选。

（详细内容见A06版）

第25届海南新闻奖
评选揭晓
本报获特别奖1件、一等奖5件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邓海宁）
6月23日，由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南海
网主办的“一带一路看海南——2015年
全国重点网络媒体海南行”正式启动。当
天上午，来自全国各地60家重点网络媒
体的记者与编辑们陆续抵达海口，他们一
下飞机就被海南岛的热带风情深深吸引。

“在乘坐的航班降落前，我从飞机窗
口向外看到了大海和蓝天，这海天一色
的蔚蓝深深吸引了我。”第一位抵达海口
的浙江在线时政要闻部记者曾杨希说。

据了解，在6月23日-7月1日这9
天里，来自全国各地60家重点网络媒体
的记者与编辑们将在南海网卫星直播车
的带领下，走进海口、澄迈、万宁、保亭、
琼中、陵水、三亚等市县，通过文字、视
频、照片、微信、微博等多种媒体报道形
式告诉世界，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
下，海南如何打造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
堡”，建设一个绿色、生态、繁荣的海南
岛，将海南的美丽与发展告诉世界。

又讯（记者邓海宁）6月23日，来自
全国各大城市的“一带一路看海南——
2015年全国重点网络媒体海南行”采访
团记者和编辑们陆续飞抵海口，下榻海
南本土生态文化主题连锁酒店——海口
森林城市酒店。

“酒店非常细心，在房间里准备非常
贴心的纸条，提醒我们外出要带好雨
具。”深圳新闻网记者秦川说。

“一带一路看海南”网媒行启动

60家全国网媒
记者编辑陆续抵琼
海口森林城市酒店提供贴心服务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刘贡 通讯员符
晓虹 郭冬艳）中考即将来临，记者6月23日从省
气象台了解到，中考期间（6月25日-27日），受西
南暖湿气流影响，全岛气温较高，北部和西部的局
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南部地区有小阵雨。省气
象台预计，25日-27日，澄迈、儋州、白沙和屯昌
等市县午后有雷阵雨，三亚、陵水和保亭等市县有
小阵雨，其余市县以多云间晴天气为主。本岛北
部和西部地区最高气温34℃-36℃，其余地区
31℃-34℃。省气象部门提醒，中考期间，本岛大
部分地区气温较高，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午后有雷
阵雨，请相关部门和考生关注雷雨天气可能对中
考造成的影响。

中考期间全岛气温较高
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张中
宝）备受关注的首届“海南老字号”评审
认定活动启动报名申报工作以来，短短
几天时间内，“海南老字号”申报踊跃，
已收到15份申报材料，有意向性申报
的企业超过50家。

据介绍，目前该活动组委会每天都
能接到来自各市县的电话，咨询关于

“海南老字号”的申报情况。“此项申报
工作启动后，各市县商务部门以及相关
行业协会积极踊跃向组委会推荐符合

条件的企业，而且纷纷索要报名表，这
说明参与‘海南老字号’申报的企业越
来越多，也得到了各相关部门及各市县
的支持，形成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省商
业会会长刘宏和说。

此次“海南老字号”评审认定条件
包括，品牌创立达18年（含18年）以上；
拥有商标所有权或合法使用权；传承独
特的产品、技艺或服务；具有民族传统
特色和海南地域文化特征；具有传承中
华历史文化价值；具有良好信誉，得到
社会广泛认同和赞誉。

根据活动进程安排，今年6月1日
至7月20日，由各相关单位推荐申报候
选名单，确定候选名单；7月25日至8
月10日将在南海网上公示候选名单进
行投票，收集网络投票结果。

据主办方介绍，目前该活动已经在
南海网上开辟了“寻找海南老字号”的
专题网页（http：//nanhai.hinews.cn/
zt/hnlzh_index.php），申报者可以登
录该专题网页或者海南省商业会“海南
老字号”专题页面下载申报表进行申
报。申报阶段则由相关行业商会、协会
以及各市县商务部门提名推荐，媒体推
荐和企事业单位推荐，以及企业自愿申
报等方式进行。

“通过开展‘海南老字号’评审认定
活动，加强对我省品牌企业和民族文化
的保护和挖掘，一旦成功入围‘海南老
字号’，就意味着将有机会角逐国家层
面的‘中华老字号’。”该活动组委会有
关负责人说。

据悉，首届“海南老字号”评审认定

活动由省人力资源社保厅、省公安厅、
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省民族宗教事
务委员会、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省农垦总局、
省地方税务局、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国人民
银行海口中心支行、万宁市人民政府、
琼海市人民政府、儋州市人民政府、文
昌市人民政府、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
府、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等单
位联合指导，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
省商业会主办，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
有限公司、海南寅鼎实业有限公司（海
南金盛达家居建材商城）、海南广安堂
药品超市集团有限公司、海南椰岛酒业
有限公司和海南省国立信用认证中心
有限公司等单位承办。

首届“海南老字号”评定 企业申报踊跃
报名截至7月20日

创新创业 在海南

“海南老字号”
寻找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走进三亚市港门村一路四巷 23
号，不大的房间内，摆放着多箱清补凉、
酸豆王等海南特产，多名海南小伙正忙
着给网上顾客打包。

全国的美食爱好者，通过淘宝海岛
乐海南名优特产店，品尝到了正宗定安
黑猪粽子、正宗海南清补凉等各种海南
特产。这家网店的创办人是30多岁的
海南小伙吴忠蔚，他通过一年努力，使
销售额攀升至百万元。

2003年，从海南大学毕业后，与众

多大学毕业生一样，吴忠蔚选择先就业
后择业。先在海口某大型商场工作了3
年。在海口工作期间，他学会如何做营
销，如何与客户打交道。

2007年，随着海南旅游不断升温，
越来越多游客涌入到海南，到三亚享受
浪漫之旅。那一年，带着梦想，吴忠蔚
来到三亚，也想在海南旅游快速发展过
程中赚一桶金。

他先到旅行社打工，并寻找适合创
业的商机。工作期间，吴忠蔚经常接待
岛内外游客，经常深入各个旅游景点以
及特产销售店，游客每次都是大包小包
地购买海南椰子糖、椰子粉等海南特产。

“有一次带着游客去品尝了海南清
补凉后，游客觉得非常好喝，可惜专卖
店没有卖，内地市场也没有卖。”2010

年，接待上海游客陈先生时，对方无奈
地对他说。

游客反映的问题，正是特产产业需要
解决的问题，吴忠蔚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商
机，海南清补凉完全可以卖到岛外去。

2014年初，筹集了10万元资金，吴
忠蔚注册了海岛乐贸易有限公司。他
先到定安、五指山、琼海等地寻找酸豆
王、黑猪腊肠、海南清补凉等鲜有在特
产店中现身的海南特产。

经过近3个月的调查后，吴忠蔚开
始引进酸豆王、海南清补凉等海南特产
在专卖店里销售。与此同时，他在淘宝
等网站注册了商店，还借助微信等新媒
体进行销售。

一切准备就绪，他开始给之前工作
接触到的朋友发短信、微信推荐特产。

此外，他还到各个旅游景区推荐所销售
的产品。渐渐地，清补凉月销售额从
2000多元到现在的3万多元，而且营业
额还在不断爬升当中。

“真想不到第一次在线上卖粽子，
就会收到这么好的效果。”今年端午期
间，短短的一个星期，吴忠蔚就卖出1
万多个定安粽子，赚到3万多元。

正宗定安黑猪粽子、正宗海南清补
凉……每天，吴忠蔚都通过海岛乐海南
名优特产店，将各种特产销往全国各地。

创业一年来，吴忠蔚公司营业额达
100万元左右，同时还聘请了10名大中
专毕业生。他正组建自己的创业团队，
向游客推荐更多海南特产，让更多人品
尝到正宗海南特产。

（本报三亚6月23日电）

海南小伙网上俏卖家乡特产
一年销售额达百万元

6月23日，万宁市后安镇曲冲村正在建设村庄咖啡厅、海边农家乐等旅游配套设施，充分利用优美
自然环境，大力发展乡村游，打造“美丽经济”。据了解，截至去年，万宁市已建成文明生态村1015个，村
庄面貌得到极大改善。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万宁乡村打造“美丽经济”

■ 本报记者 刘贡 许春媚
特约记者 吴彭保 通讯员 陈创淼

烈日高温，人人汗流浃背，一顶简
易帐篷难挡阳光炙烤，空气中扬起拆迁
产生的呛人粉尘……

6月20日上午，海口海秀快速干道
海秀桥匝道处，为了顺利拆除位于项目
范围内早已征收的木材公司宿舍楼，海
秀街道办的干部、社区干部和城管队员
等10多人守候在帐篷里。

与此同时，丘海立交桥西北角木材
公司宿舍楼，秀英区海秀街道办主任李
敦富冒着酷暑，大声地引导着民工和车
辆，给这里的安置户及租赁户清理搬运
房内家具物品。

当市民与家人、朋友出游，尽享端
午假日时，秀英作为海口重点项目最多
的区，众多党员干部仍坚守在服务保障
重点项目的一线，转变工作作风，厉行

“三严三实”，以“5+2”、“白+黑”精神为
重点项目的建设默默奉献。

镜头一
拆迁现场为居民送饭

木材公司所属土地和地上房屋及附
属物处于海秀快速干道项目范围内。
2007年因海秀西——丘海匝道建设需
要，海口市政府征收了木材公司位于丘
海立交桥西北角的房屋及附属物，补偿
方式是土地置换与货币补偿相结合。

2009年底，安置房竣工。2010年
初，木材公司将安置房分配到原住户，
各住户均在安置房立面图上所分得的
房间位置签名确认，全部住户已领取安
置房钥匙，大部分住户搬迁至安置房。
但仍有部分住户以安置房区位和质量
问题等理由拒不搬迁。

为了不影响海秀快速干道项目施
工，秀英区多次动员安置户及租赁户搬
迁，由区房屋征收办、海秀街道人员组成
的工作组每天到现场劝说安置户及租赁
户配合搬迁。近日，秀英区决定组织人

员对房屋及附属物强制清理和拆除。
“我们必须守在这里，防止拆迁的

房屋砸到后面的房屋，及后面房屋的居
民偷跑回家。”海秀街道工委书记李国
新告诉记者，因拆迁的房屋地势较高，
后面还有3层民房，以及早餐店、洗车场
等铺面，拆房只能使用剪刀机。

为了确保人员安全，早上7点开始
对后面民房清场，劝离居民拆迁完成后，
区干部们再为这些暂时搬离的居民送
饭。连续3天守在现场，李国新笑称，“我
在微信上看到了粽子，也算过端午了。”

镜头二
白天跑工地晚上入户做工作

6月21日上午，在椰海大道与海榆中
线交汇的万达广场项目地上附属物的拆除
清理现场，海秀镇副镇长刘玉祥守在工地
入口处，防止捡破烂者偷偷进入工地捡拾
弃旧钢筋产生安全隐患，同时担心有人阻
挠施工，让“25日前交净地”的目标落空。

海口万达商业综合体项目位于秀
英区海秀镇，总面积601亩，其中国有土
地253亩，涉及海秀镇业里村、儒益村和
周仁村三个村庄集体土地348亩。从6
月12日起，秀英区就组织城管、公安、联
防、卫生与海秀镇政府等部门，对这一
重点项目征收范围内的地上附属房屋
进行拆除，确保本月25日前交出净地。

白天的时间用于跑项目工地，晚上
的时间得抓紧和镇、村干部一起进村入
户做征收房屋群众的思想工作。刘玉祥
半年来一直保持这样的工作节奏，“我不
怕麻烦，群众的工作一时做不通，就采取

‘迂回战术’，找他们的亲戚出面。”

镜头三
父亲生病住院仍坚守岗位

6月21日，一位名叫吴坤铭的既普
通又“特殊”的海秀镇城管队员，在万达
广场项目拆迁现场坚守着自己的岗
位。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吴坤铭本应在

医院里，守在生病的老父亲身边。
6月17日，正忙着拆迁工作的吴坤

铭突然接到家人电话，告知80多岁的老
父亲急病发作。吴坤铭心急火燎赶回
家，将父亲送进医院挂了急诊办理住院
手续后，又返回了项目现场。

6月20日至6月22日，本应趁着端午
小长假到医院照顾父亲的吴坤铭，仍然选
择了和队友们一起坚守。“项目工期太紧了，
我来了就能尽量分担点任务。”但吴坤铭觉
得内疚，“只有托医院护士和邻床病友帮忙
照看一下我爸。我爸也让我放心去工作。”

秀英区主要领导得知吴坤铭的事
后，委托海秀镇主要领导赶去医院看望
慰问他的父亲，并让吴坤铭的事迹激励
更多的干部群众。

“我们每一名干部都应该像这位普
通城管队员一样，为了保障重点项目尽
职尽责。”海秀镇委书记李铭认为。

以作风转变促工作，加快重点项目
建设，在海口秀英区已经蔚然成风。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

海口秀英区广大党员干部为重点项目推进默默奉献

端午假日，他们仍奋战在项目工地

◀上接A01版
农业用水需求减少，此次降水对于经济作物

而言，无疑是甘霖。”昌江县农业局局长符志理说，
目前正在种植的香蕉、甘蔗等经济作物，就需要这
一场雨。

而对昌江县的石碌水库而言，在全县有5个乡
镇降雨量超过100毫米的情况下，借机让库容重
新蓄至3100万立方米以上，则增加了未来抗旱的
底气。

百公里外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水务局局
长周洪杰也在专注地观察着全县各水库的水位，
而他最关心的，则是报导水库的库容。自6月20
日报导水库与三亚赤田水库之间的调水渠贯通以
来，保亭就肩负着三亚备用水库的责任。

“调水期间，组织人员24小时坚守水库，确保
水库供水有序进行。”周洪杰说，三亚旱情有所缓
解，报导水库也需借此机会蓄水，以便为旱区提供
更多帮助。

保持警惕，抗旱四级响应仍未解除
23日下午4时30分，因“鲸鱼”袭琼而启动的

防台风应急响应正式解除，包括省三防办副主任
陈武在内的工作人员都松了口气，他们有足够的
理由去休息，但是每个人的工作神经依旧紧绷。

“明天是台风班还是正常班？”“台风班！还有
很多数据要统计，别忘了，抗旱四级响应仍没有解
除。”陈武的回答很坚决。“鲸鱼”过境，我省能用喜
迎降水来形容，但此次台风带来的降水虽对我省
持续的旱情有所缓解，但仍不能放松警惕。“台风
带来降雨，降雨增加蓄水，但这毕竟是短期的，持
续时间不过数天，降雨过后，干旱或将继续，抗旱
四级应急响应还解除不得。”陈武说。

一幅简单的云图就能看清，“鲸鱼”虽给我省18
个市县都带来了降水，但总体来看降雨量却并不平
均，除三亚、乐东、东方等地平均降雨量较高外，特
重气象干旱的昌江县平均降雨量仍不足70毫米。
省气象台的预测已经给抗旱工作敲了一记警钟，在
预计7月下旬第二个影响我省的热带风暴到来之
前，水资源调配将成为未来抗旱工作的重点。

“延续抗旱打井、从报导水库引水、人工增雨
等举措，加快推进西部供水工程（二期）项目建
设。”在三亚市获“鲸鱼”相助后，三亚市副市长李
劲松仍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而大广坝水库及松涛
水库等灌区，未来也将会根据各地旱情发展开展
相互补水，优化水资源利用来抗旱。

一次台风，就是一场练兵，一次考验。迎战台
风缓解旱情之战，用许多旱区群众的话说，“干部
解决了老百姓的实际困难，他们真正践行了‘三严
三实’！”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

“鲸鱼”好风好雨
滋润琼州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