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3号汽油 7.48元/升

97号汽油 7.94元/升

0号柴油 6.07元/升

车用压缩天然气 5.28元/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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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佳昊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50727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海事
法院的委托，定于2015年7月27日上午10时在我司拍卖厅对位于乐东
黎族自治县千家镇朗逸村委会插旗山的如下相关石材生产设备以现状
进行第三次公开拍卖：颚式破碎机1套（PE-750×1060）、φ1750中型圆
锥破碎机2套（PYT-Z1721）、变压器630千伏安和170千伏安各1台、
振动筛3台、泥筛1台、输送架10套等,详见资产评估报告。参考价81万
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 7月
23日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7月23日下午17时前到我公司了解
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7月23日12时
前到账为准；竞买保证金交纳至：海口海事法院；开户行：中行海口市龙
珠支行；账号：266262970641。缴款用途处须按顺序填明：姓名或名称、
（2015）琼海法技拍委字第3号竞买保证金。拍卖单位：海南佳昊拍卖有
限公司；公司地址：海口市金贸中路1号半山花园海天商务楼31层 电
话：68511921、18976230583 委托方监督电话：66160113

海南融和拍卖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15年 7月 22日上午 9:30在本公司拍卖厅

按现状整体净价拍卖：一、琼山区府城镇龙昆南路汇宇金城第

2幢第一层(5套房)526㎡房产[房产证号：琼山市房权证府城

（公）字第00240号]；海口市龙昆北路金融花园C座704、705、
706房，建筑面积合计 402.99m2（房产证分别是：房证字第

26115、26114 号）。参考价：270 万元；竞买保证金：30 万元。

二、定安县换地权益书，面值573.3万元，参考价：401.31万元

（面值7折），竞买保证金：40万元。

地址：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
电话：0898-68522193 13138998118

海口市美兰区国家税务局公告
海口万事捷达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056376744）: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已对你单位的税务违法行为

作出《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请你单位在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派员到我局领取“琼国税第一稽罚告【2015】2号《税务行政处

罚事项告知书》”。逾期不领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视为文书已送达，届时将依

法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海口市美兰区国家税务局
二O一五年七月八日

联系地址：海口市海甸二东路国税大夏14楼

联系人：吴多国、韩琼丽 联系电话：66152186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垦路13号碧湖湾小区未办理房产证的业主：
2014年3月本公司已通知所有业主办理房产证，部分业主经多次电话和书

面通知仍未前来办理房产证，特别是接到通知的部分业主极不配合，具体业主
（房号）如下：陈佩容A-1-1403房，吴少玲A-2-1604房，黎盛锦A-2-603房，
吴淑云A-1-1103房，林道妹A-1-1902房，沈海珠B-3-803房，杜洪德A-1-
1804房，叶玉坤A-2-101房，刘铭A-2-503房，何冬妮A-2-1203房，张宇A-
2-1903房,计翔B-3-1501房，郝英华B-3-1601房。

上述碧湖湾业主请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前来本公司办理缴纳
契税及向房管部门交付维修资金，便于办理房产证，如仍未按限期前来办理
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由上述业主自行承担，逾期未办理房产证
的责任和将来不能办理房产证的责任以及引起本公司各项费用增加均由上
述业主承担和赔偿，并且本公司保留依法追究上述业主违约责任的权利。

海南泰园祥置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亚军 电话：0898-66728688

2015年7月8日

公 告

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李关平 特
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兰）今天上午，
海口首批共有26家学校的57辆校车拿到

“身份证”——校车专用标牌。此举标志
着海口校车管理工作步入规范化轨道。

记者在现场看到，校车标牌正面为
校车标识，明显位置标注了车牌号码；
背面是校车所有人名称、驾驶人姓名、
行车线路、停靠站点及开行时间、标牌
有效期等具体信息。

海口市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介绍，

核发标牌的校车均是经过教育、交警、
交通等部门联合对车辆技术状况及营
运线路进行实地勘查，并核查之后准予
上路的专用校车，每辆校车均独立建有
档案，犹如居民身份证信息一样。

目前海口各学校共有接送学生的
校车122辆，此次全部接受查验，其中，
70 辆符合校车标准，52 辆不符合标
准。不符合标准的车辆将按照交警部
门的要求进行整改。据悉，在对查验合
格的70辆校车的行车路线和停靠站点

进行审核后，有26所学校的57辆校车
拿到校车专用标牌。

据了解，海口市政府对发牌的校车
有严格要求，包括要有校车标志，车身
粘贴反光条和停车指示牌，车内要有安
全锤、灭火器等设备，要配有带有卫星
定位的行车记录仪，行车路线一定要避
开人员密集及上下班高峰的场所等。

各学校申请校车专用标牌，需要由
校车所属单位向教育部门提出申请，经
由交警部门审核，通过后交由市政府审

批，批准后方能核发校车标牌。对于送
审的校车，交警部门主要从行驶路线、
校车设备安全情况以及驾驶人资质等
方面进行审核。

对于校车驾驶员的要求，除了具备相
应驾驶车型的驾驶证外，驾驶员一定要提
供居委会出具的无犯罪、无吸毒记录证
明。通过审核后，车管所会给驾驶人办理
一张具有校车驾驶资格的资格证。

海口市交警支队表示，没有校车标
牌的车辆不能接送学生上下学。

■ 本报记者 郭景水

“今年中考英语作文首次出现一篇
‘小作文’的写作。”海南省2015年中招
阅卷正在紧张进行之际，英语阅卷作文
题组组长叶秀春老师在接受本报记者专
访时说，今年中考英语作文由“大作文+
小作文”两个部分组成，满分总计25分。

叶秀春介绍，今年新增“小作文”
满分10分，相应地减少了一道阅读理
解题目。“具体的题目要求是考生用五
句话写我的家庭，没有明确的单词数量
要求，因此考生这五句话可长可短。”

“这道新增的‘小作文’写作，题目
的难度并不大。”叶秀春认为，只要学
生能够写出五句话，详细介绍家庭的

情况，就可以拿到这10分。
对于满分15分的“大作文”，叶秀

春认为：这一篇的要求相对高一些，题
目要求考生写“开始做自己的事情，比
如做家务、自学、自己的想法等等”，这
是一个半开放式的题目要求，考生要
把题目提及的内容都包括在写作之
中，同时进行合理的延展。

“阅卷老师在判分过程中，采取的
是‘整体踩意，踩点给分’。”叶秀春说，
13分以上的得分肯定是要求内容完
整，同时考生在文中使用了定语从句、
状语从句等高质量的句式，并且能够
将题目要求的内容通过一定的逻辑顺
序进行融会贯通，然后流畅地写出来。

（本报嘉积7月7日电）

本报海口7月7日
讯（记者郭景水）记者
今天从省中招办获悉，
我省今年中招录取工
作将于7月22日开始，
分4个批次进行。

另据了解，民办普
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
计划）和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非试点班计划）
不进场录取。8 月 16
日—19日，民办普通高
中学校自主招生录取，
并将录取名册报市县
中招办审批。

我省今年中招7月22日开始录取

第三批8月8日下午—11日录取，参加录取学校包括：高职高专院校、开展中高职“3+2”连读及中高职“3+2”分段培养试点的中职学
校、一般普通高中学校。

提前批7月22日—24日录取，参加录取学校包括：海南中学少数民族特招班、国兴中学少数民族特招班、海南中学中英高中课程实
验班、海南华侨中学中美合作实验班、海南华侨中学中英合作实验班、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实验班、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中央
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陵水分校“皓泰圆梦创新实验班”、中职与普通本科“3+4”分段培养的中职学校试点班。

第一批7月25日下午—8月2日录取，参加录取学校包括：海南中学、国兴中学、海师附中、海南侨中、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附中、海
口市一中、海口市实验中学、琼山中学、三亚市一中、文昌中学、琼海市嘉积中学、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儋州市一中、琼州学院附中、洋浦
中学、文昌市华侨中学、澄迈中学、万宁中学。

第二批8月3日下午—8月7日录取，参加录取学校包括：市县（单位）重点普通高中学校（不含“省一级学校”）、省农垦中学、农垦加
来高级中学、海口景山学校（公费生）、海南国科园实验学校（公费生）、海南昌茂花园学校（公费生）、海南智力中心实验学校（公费生）、湖
南师大附中海口中学（公费生）、海口海政学校（公费生）、海口山高实验学校（公费生）、华中师范大学海南附属中学（公费生）、海南鲁迅
中学（公费生）、海南华侨中学三亚学校（公费生）、海南东坡学校（公费生）、儋州丹阳学校（公费生）、儋州川绵中学（公费生）、文昌孔子中
学（公费生）、琼海嘉中海桂学校（公费生）以及参照市县（单位）重点普通高中学校进行录取的其他普通高中学校。

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洪宝光 通讯员刘
政）7月7日24时起，93号汽油、97号汽油和0号
柴油价格分别调整为 7.48 元/升、7.94 元/升和
6.07元/升。其中，93号汽油、97号汽油每升降
0.08元，0号柴油每升降0.07元。

根据国家发改委通知，国Ⅳ标准车用汽柴油
（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降低95元和90元。此
外，根据油气价格联动的有关规定，我省将车用压
缩天然气销售价格从5.35元/立方米（等值换算为
7.43元/公斤）调整为5.28元/立方米（等值换算为
7.34元/公斤）。

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张婷 通讯员林
宇）液化气瓶质量不达标、瓶组集中供气未采取安
全防范措施，厨房等地方采用违规材料搭建，因为
存消防安全隐患，琼菜王美食村近日被责令整改。

近日，海口消防龙华区大队与区市政市容委
联合行动，整治辖区内非法销售燃气、餐饮行业燃
气安全使用及违章搭建彩钢板等不安全行为。

经市民举报，位于月朗新村的一家无证经营的
液化气瓶供应点及金垦路的琼菜王美食村存在安
全隐患。联合执法组检查发现，这家液化气瓶供应
点属无证经营，电气线路为非防爆设施设备；琼菜
王美食村存在液化气瓶质量不符合技术标准要求、
未采取瓶组集中供气的安全防范措施等隐患。

联合检查组决定依法取缔这家液化气瓶供应
点，责令琼菜王美食村负责人限期拆除违规材料
彩钢板，确保消防安全。

存消防安全隐患

琼菜王美食村被责令整改

本报讯（记者李佳飞 张谯星 通讯
员谢丁强）记者今天从海口市纪委获
悉，海口市农业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劲
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本报临城7月7日电（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者
吴孝俊 通讯员赵秀君）记者今天获悉，临高县自
2005年成立教育基金会以来，10年共募集助学
款5049万元，先后奖励资助师生9000余人次。

据介绍，临高教育基金会自2005年 9月成
立以来，截至目前，共接受社会各界人士捐款近
38万人次，收到捐款5049万元，其中投入学校建
设3440万元，投入815万元奖励优秀师生2620
人次，资助孤儿学生、贫困学生6284人次。

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说，从2009年起，临高县委、
县政府把每年的6月18日定为全县“爱心助学活动
日”，通过开展“爱心助学·阳光行动”为主题的爱心
活动，营造“崇尚教育、奉献爱心”的良好氛围。今年

“爱心助学·阳光行动”捐款当天募得捐款6万余元。

海口农业局局长
林劲接受组织调查

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导致瓜菜
大棚补贴被骗取

文昌昌洒镇
两干部被“双开”

椰城首批57辆校车拿到“身份证”
申领校车专用标牌至少须过行驶路线、校车设备安全及驾驶人资质三关

海南省2015年中招英语阅卷作文题组组长叶秀春：

英语作文首次出现“大作文+小作文”

我省油价今起下降
93号汽油每升降8分钱

诱因
三大要素引发粉尘爆炸

台湾粉尘爆炸与工业生产的粉尘爆炸
有很大的不同，其派对活动上使用的是可
食用的植物淀粉——玉米粉，为什么也会
发生爆炸呢？

这是因为在此次事故中，引发粉尘爆炸
的三大因素都具备了，这三大致爆因素是：
可燃物、燃点、氧气。粉尘是可燃的，由于其
细小，相对块状、板状物体等，更容易引燃。

根据科学试验测定，粉尘爆炸有三个要素：
第一，是可燃性粉尘以适当浓度在空

气中悬浮，形成粉尘云。不同类型的粉尘发
生爆炸的浓度条件也不同，空气中的粉尘达
到一定的浓度时，便形成爆炸性混合物，比
如糖的浓度达到每立方米10.3克时，在其
它条件充分的情况下也是会发生爆炸的。

由于粉尘的表面积与同量的块状物质
相比要大得多，因此更容易燃烧。并且粉
尘的粒径越小表面积越大，其爆炸的危险
就越大。

第二，有足够的空气和氧化剂，空气中
的氧气含量达到21%。八仙乐园“粉尘派
对”的主办单位抽干了3个游泳池来举行
派对活动，由于游泳池是下凹结构，空气流
通较差，导致粉尘浓度容易升高，但游泳池
上空却是开放式的空间，空气充足，因此在
场地选择上就存在粉尘爆炸的隐患。

第三，有明火源或者强烈的震动。据

台湾的消防部门初步判断，事故发生可能
是因为在舞台西侧喷撒的粉尘碰到热源而
导致起火。事实上，大型派对活动中，从来
不缺少明火源，比如吸烟、点火等。

具备上述三要素后，无论集中喷撒任
何粉尘到空中，都会成为易燃易爆的危险
品。在空气中，高密度的粉尘与火源相结
合，导致了燃烧弹一般的结果。粉尘爆炸
本质上是粉尘与空气混合物（即粉尘云）
的爆炸。粉尘是呈细粉状态的固体物质
的总称，可燃和易爆的粉尘被称为可燃性
粉尘。金属粉尘、粮食粉尘、木粉、糖粉、
颜料粉末、煤粉、涂料粉、亚麻粉尘、炸药粉
等等，微米级可燃颗粒悬浮均具有爆炸性。

特点
威力大、面积广泛且反复爆炸

容易引起爆炸的粉尘主要有七类，包

括金属粉末、煤炭粉尘、粮食粉、饲料粉、农
副产品粉尘（比如棉花、烟草、茶叶粉等）、
林产品粉尘（如纸粉、木粉等）、化学合成材
料粉尘（如塑料、染料等）。

由玉米淀粉加上色素加工而成的“彩
色粉”，是近年来娱乐和运动中用来提升
现场气氛的“神器”，比如最近流行的彩色
跑、彩色派对等。但是玉米粉属于典型可
燃性粉尘，都属于可燃性粉尘。当这种粉
尘浓度达到一定峰值时，会形成粉尘云引
发爆炸。值得注意的中，粉尘浓度过低，
其燃烧放出的热量不足以维持火焰传播；
浓度过高，热量被粉尘吸收也不能维持火
焰传播。

粉尘爆炸化学反应速度极快，同时释
放大量的热量，形成很高的温度和很大的
压力，具有很强的破坏力，容易产生二次爆
炸，能产生有毒气体，其威力不亚于炸弹。

粉尘爆炸还不同于气体爆炸，与气体

爆炸相比，粉尘爆炸的威力更大、作用时间
更长、爆炸温度更高。易发生多次爆炸是
粉尘爆炸的最大特点，初始爆炸将沉积粉
尘扬起，在新的空间中形成更多的爆炸性
混合物而发生多次爆炸，二次爆炸时，粉尘
浓度会更高，危害更大。粉尘爆炸涉及的
范围很广，煤炭、化工、医药加工、木材加
工、粮食和饲料加工等部门都时有发生，并
且能产生有毒气体。

另外，粉尘爆炸会产生一氧化碳等有
毒气体，往往会造成大量人畜中毒伤亡；另
一种是爆炸物（如塑料）自身分解的毒性气
体，毒气往往导致爆炸过后大量人畜中毒
伤亡。且由于粉尘颗粒悬浮在空气中，它
能快速燃烧导致火焰四处传播，因此在开
放的公共场合等空间发生粉尘爆炸，会造
成更大面积大范围的伤害，使参与的公众
身体被粉尘爆炸的高温造成呼吸道灼伤和
表皮灼伤。

预防
远离火源是关键

了解粉尘爆炸的特点后，我们就可以
针对这些特点进行有效预防并做出严格的
安全保护措施。

针对彩色粉尘在娱乐和运动中的新兴
时尚，专家建议：预防粉尘爆炸的主要对策
首先应该是控制粉尘浓度，避免点火源。

然而，即使采取了爆炸预防措施，也
不是绝对远离了粉尘爆炸。还应采取降
低爆炸危害的保护措施，还应采取爆炸
隔离措施；在工业生产中，要注意控制粉
尘，保持环境通风，安装吸风除尘设备，
要控制引燃粉尘的热源，绝对禁止在有
粉尘的环境中使用明火和吸烟；在彩色
派对、节庆、超市、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
应尽量禁止喷撒彩色淀粉，以防止粉尘
沉积而发生事故。同时，更应该加大科
普宣传，让群众自动远离粉尘这种非常
危险的爆源，推广爆炸隔离、爆炸抑制等
先进防爆技术。

除了生产车间、公共场所，家庭中也要
注意预防粉尘爆炸。在家庭中，要注意使
用粉尘物质时远离明火，将家中易爆易燃
的粉尘保存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

如果不幸遇到粉尘爆炸，无论身处公
共场所或者家中，都可能身陷火海，切记不
要慌张，首先设法脱掉穿戴的衣帽，在没有
燃烧物的地方就地打滚，将火苗压灭；如果
有水源，可利用水源灭火，切记不可用灭火
器直接向着了火的人身上喷射，会产生腐
蚀作用。正确做法是用麻袋、毯子等把着
火人的身体包裹起来，就能使火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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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数据显示，十年来被报道的粉尘爆炸事件共计有39次，平均每年发生3至4次，共计有5个年份发生了5次或5次以上，分别是2005年（5次）、2007年、
2011年（均为6次）和2014年（7次）。这些粉尘爆炸事件多发生在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大部分发生过粉尘爆炸的地区在近十年来都仅发生过一次，而经济发达
地区则成了粉尘爆炸的高发地段。

对引发粉尘爆炸的各种粉尘分析发现，在已知引发爆炸的各类粉尘中，铝粉尘、煤尘、木屑及金属粉尘是高危种类。其中，金属粉尘属高危尘种，浙江的7起
爆炸中有5种是源于铝粉尘爆炸，而江苏的6起爆炸中有3起确定为金属粉尘、1起确定为铝粉尘爆炸。近十年来，共有13起粉尘爆炸事件由金属粉尘引发，达
总爆炸事故的1/3。

除了粉尘，明火也是粉尘爆炸事故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促发因素，对已公布的明火起因也进行了统计分析，由数据可见，违规操作、电路故障火花和静电影响
是引发明火的最主要原因，这“三大杀手”占已公布明火起因的近七成。

新知·探索
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编者按 6月27日，台湾新北八仙水上
乐园舞台召开彩色派对，在派对活动最后5
分钟不幸发生粉尘爆炸意外。关于粉尘爆
炸，大多数公众的认识可能停留在诸如烟
花、鞭炮、炸药等危险品生产的工厂，很少
意识到在开阔的公共场所也会发生。

现实生活中，类似于台湾新北八仙水
上乐园的聚会、派对活动，并不少见。海南
每年都会有欢乐节及各种大型的节庆活
动，为了烘托节日气氛，节庆聚会现场也会
使用到各种节庆道具，如气球、彩纸、彩屑、
焰火等等。所以，公共安全威胁离我们并
不遥远。本期《新知·探索》专栏综合科普
中国、上海科普、新浪科技等科普微信公众
号的文章，向读者介绍什么是粉尘爆炸？
如何识别及预防粉尘爆炸？在粉尘爆炸中
如何保护好自己？

粉尘爆炸：美丽又微小的杀手

临高教育基金会
10年资助师生9000人次

本报文城7月7日电（记者蔡倩 通
讯员黄云平）日前，文昌市纪委对昌洒
镇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潘某，昌洒
镇原副镇长陈某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
案审查。

经查，2011年 10月，潘某在担任
昌洒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分管国
土工作期间，陈某在担任昌洒镇副镇
长分管农业工作期间，不正确履行职
责，对不符合建设要求的瓜菜大棚作
出虚假意见，导致国家瓜菜大棚补贴
资金被骗取，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
罪；潘某、陈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
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其行为
已构成受贿罪。2014年 10月，潘某、
陈某分别被文昌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四年、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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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
定，经文昌市纪委、市监察局审议并报
文昌市委市政府批准，决定给予潘某、
陈某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

校车拿到“身份证”——校车专用标牌。
本报记者 李关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