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琼海

收受礼金、购物卡等

教育局原纪检组长被处分
本报海口9月7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李静）

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琼海市纪委日前对该市
教育局原纪检组长黄循崖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黄循崖在担任琼海市教育局纪检组长期间，
利用职务上的影响收受其下属礼金、购物卡、中秋月
饼。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
则》有关规定，琼海市纪委常委会讨论并报市委批准，
决定给予黄循崖党内警告处分。

重拳打违违 攻坚三年

保
亭

9月4日，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什月村养殖
场，海农五脚猪养殖专业合作社放养的五脚猪，在农民的
怀里颇显生猛有劲。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帮扶下，该养殖场2010年开始，
利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合作运营模式，带动保亭农

民养殖户170余户。科学的放养方式，既保证了产品质
量，又维护了生态平衡。

目前，该合作社养殖的五脚猪除了在海口家乐福、华
润万家等多家超市设立销售专柜，还远销国内市场。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放养五脚猪
品质生态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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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主体责任不力

林业局党组被通报批评
本报海口9月7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吴泽

民）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万宁市委日前发出通
报，对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不力的该市林业局
党组进行全市通报批评。

据了解，上溪省级自然保护区内重阳树被盗事件经
媒体曝光后，经查实属上溪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站杨
勇、王兴智等5名工作人员监守自盗行为。事件发生后，
万宁市林业局党组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及时组织有关人
员对事件进行调查，也没有及时向万宁市委、市政府报
告相关情况，造成工作被动和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万宁市纪委认为，发生此次违纪案件的主要原因
是：该市林业局党组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不到
位，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不强，对党员干部监管失之于
宽。同时，事件也暴露出该市林业局班子责任意识不
强、工作机制滞后、队伍管理松弛、干部作风涣散、执法
人员素质低下等症结。

万宁

屯昌等三市县
获评“全国武术之乡”

本报屯城9月 7日电 （记者王培
琳 通讯员邓积钊）近日，我省屯昌县、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万宁市3个市县通
过验收，被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
中心授予“全国武术之乡”称号，据了解，
此次全国共有9个单位荣获该称号。

琼中、屯昌习武之风源远流长，近年
来均有新发展。琼中现有武术场馆7处，
武术活动站（点）121个，注册成立了5个
武术团体，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1500人
以上。目前，琼中参加习武练武人数发
展到5万多人，是常驻人口的五分之一。

近几年来，屯昌以创建“全国武术之
乡”为载体，加强武术发展的组织和条件
建设，大力开展武术活动和赛事，不断推
广武术运动的普及范围。据统计，目前
屯昌武术人口已经增加到6万多人，占
全县人口的20%以上。

屯昌县文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全
国武术之乡的成功申报，有利于传承和
推广屯昌特色传统武术文化，打造传统
特色文化品牌。

组织公款娱乐消费

一学校原校长被撤职
本报海口9月7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周杰）

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纪
委日前对保城镇中心学校原校长梁海贵、财务人员孙
世川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2013年，梁海贵在担任保城镇中心学校校
长期间，多次利用公款组织部分教职工到歌厅进行娱
乐消费；孙世川作为学校财务管理人员，对报销发票审
核把关不严，导致娱乐活动消费发票和手续不全的发
票得以报销入账。二人行为已构成违纪。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相关规定，保亭县纪委常委会讨
论决定，给予梁海贵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给
予孙世川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保亭

9月10日至9月13日

教师免费游槟榔谷
本报保城9月7日电（记者易建阳 通讯员潘达

强）教师节即将到来，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面向
全国教师群体推出“感师情，报春晖”优惠活动，让教师
们体验海南独特的黎苗族文化，度过一个难忘的“教师
节”。全国游客在“教师节”期间还能享受到槟榔谷景
区推出的“大礼包”。

9月10日至9月13日“教师节”期间，全国教师凭
本人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即可享受槟榔谷0元门票特
惠及自助餐、观光车、高空滑索半价优惠。在此期间，
海南居民凭海南籍身份证可享受门票、自助餐、观光
车、高空滑索半价优惠。

槟榔谷

民政局工会主席
王梅莲接受组织调查

本报金江9月7日电（记者孙慧 通讯员王欣茹）
澄迈县纪委今天通过官方网站澄迈廉政网向外公布，
澄迈县民政局工会主席王梅莲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
接受组织调查。

澄迈

本报海口9月7日讯（记者邵长
春 苏庆明 通讯员李拉）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联合发文，指出今
年以来，三亚市在省委、省政府的统一
部署下，以“壮士断腕”的决心，重拳出
击，强力打击违法建筑，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为“双修”、“双城”试点工作奠定
了坚实基础。

三亚打违得到国家住房城乡建设
部和省委、省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充
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号召各市县各部
门认真学习借鉴三亚打违工作的成功
经验。据了解，截至8月15日，三亚市
今年共拆除违建3689栋，总面积达

252.4万平方米，提前4个多月完成了
年初确定的全年拆违206万平方米的
任务，违建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对
三亚的拆违工作，国家住房城乡建设
部部长陈政高高度评价，指出全国地
市一级三亚的拆违力度最大。

随着三亚旅游和城市建设的快
速发展，地价提升，近年来，三亚市
抢建违法建筑之风盛行，不仅侵占
岸线资源，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影响
社会公平正义，还严重干扰重大建
设项目推进、阻碍“多规合一”进程，
成为影响和制约三亚市城市发展的
一大“毒瘤”，据统计，截至去年底，

三亚违建存量已达到412万平方米，
新增违建禁而不绝，打违控违形势
非常严峻。

今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统一部
署下，三亚坚持“城市治理管理与发展
同等重要理念”，把打违作为推进“双
修”、“双城”综合试点工作重要内容，
通过打违控违，真正做到让路、让绿、
让景、让海、让田于民；并严查参与违
法建筑牟取不正当利益和为违建充当

“保护伞”的党员干部，共问责干部26
人，立案查处干部5人。

同时，三亚还依法依规，努力实
现平稳和谐拆违，并加强违建的动

态管理，开展“两普查、两规划、一报
建”工作，加强对农民依法建房的引
导和支持，实行报建奖励制度。对
拆违后清理出的土地进行规划设
计，用于保障棚户区改造、西部供
水、风情小镇等重点项目建设，用于
城市绿化改造和停车场、公园等基
础设施建设。

据了解，下一步三亚市将按照省
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自我加压，坚决
打好整治违建“攻坚战”，力争年内再
拆130—150万平方米违建存量，为国
际化热带滨海旅游精品城市建设，拆
出发展空间，扫平发展道路。

三亚提前4个多月完成全年拆违任务
已拆除违建252.4万平方米，取得阶段性成果

本报海口9月7日讯（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黄一笑 实习生冯定辉）
今天上午7时，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
道石塔村内，“轰鸣”的机械声中，多栋
三层高的违建楼房应声倒地。这是自
海口开展违建专项整治以来，琼山区
组织的规模较大的一次拆违行动，当
天共拆除违法建筑 14栋，简易棚 2
处，总计拆违面积17593平方米。

在拆违现场，记者看到，被拆建筑
都是当地村民私建的民宅，错落分布
在高铁轨道的两侧。琼山城管、消防、
公安、凤翔街道办等多个部门近200
名工作人员，维持现场秩序，数台重型
机械同时作业，“轰鸣”声中扬起厚厚
的尘土。

琼山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拆违目标共计27栋违建民宅，总面
积2万多平方米。此前，根据海口市
委市政府关于开展违法建筑专项整治
工作的统一部署，琼山对辖区内的违
建进行了排查摸底，发现在石塔村高
铁轨道两侧存在多栋违法建筑的情况
后，随即对相关业主依法进行了告知、
教育和劝服，但对方未及时采取拆除
行动。

琼山经研究决定，出动城管、消
防、公安等多部门联合执法，依法对高
铁两侧共计27栋违建进行强制拆除，
当天共拆除违法建筑14栋，简易棚2
处，总计拆违面积17593平方米，其余
也将陆续被拆。

海口琼山高铁两侧27栋违建昨开拆
当天拆违17593平方米

天涯区计划5年内
基本解决教师住房问题

本报三亚9月7日电（记者黄媛艳）9月6日，记者
从三亚市天涯区重教座谈会上获悉，为促进全区教育
的发展，该区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的决定》，着手制定未来10年的教育发展规划，力争在
全省最早实现教育投入占比达GDP总额的4%，未来5
年内基本解决教师住房问题。

为推动全社会形成重教风尚，天涯区将重教工作
列入社区工作考核目标，形成全社会重教的氛围。同
时，坚持把校园安全放在重要位置，全面实行校车登记
管理制度，杜绝校车“带病上路”现象，并全面整顿校园
内外以及周边环境。

为增加办学特色，实现教育均衡发展，在结合自身
优势的基础上，天涯区将启动凤凰中学、回辉小学、回新
逸夫小学‘三校合一’办学管理模式的前期工作，优化整
合全区教育资源；同时，以凤凰中学特色足球学校为基
础，并入回辉、回新小学，每年选送5名—10名优秀学生
到广州恒大足球学校学习，努力打造‘天涯男足’品牌。

三亚

《海南故事—海南人文
读本》编写工作启动

本报海口9月 7日讯 （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何凌）记者今天从省社科联
（院）获悉，其组织编撰的2015年度社科
普及丛书《海南故事——海南人文读本》
编写工作已经正式启动。

为讲好海南故事，展现海南深厚的
文化底蕴和海南人民蓬勃奋发的精神风
貌，，省社科联（院）决定组织编撰社科普
及读物《海南故事——海南人文读本》丛
书（首批10册）。6月4日，该单位通过
媒体发布招标公告，经作者申报、专家评
审，最终确定我省9家单位、10位专家
承担编写。

据介绍，该丛书计划于明年6月份
出版。该丛书特别撷取海南10个方面
的特色民俗风情作为编写对象，将遵循
故事性、真实性、趣味性、通俗性和知识
性的基本原则，全方位地推介我省独特
而丰富的本土文化，展现一个绚丽多彩
的人文海南。

整风肃纪

尊师重教

本报海口9月7日讯 （记者许春
媚 特约记者梁崇平 通讯员刘建维）为
进一步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促进城
乡一体化发展，提高农村社区居民幸福
指数，在有效借鉴城区网格化工作经验
的基础上，海口市美兰区在全省率先完
成了镇墟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演丰、
灵山、大致坡、三江4个镇共6个社区已
涵盖在网格化管理范围内，这是记者今

天从美兰区社区管理中心获悉的。
据了解，美兰区演丰镇的镇墟社区

在2013年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工作中，
已经率先完成了社区网格化管理。为
了有效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架起政
府与镇墟居民之间的“桥梁”，美兰区社
区管理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美兰
区将社区网格化管理向镇墟延伸并全
覆盖做为一项重要的民生事项来抓。

灵山、大致坡、三江3个镇5个社区共划
分出28个网格，按照“一员一格，综合
履职”的要求，需配备网格员28名。目
前，美兰区已完成了网格员的招募工
作。这批网格员在经过培训并配备必
要的装备后，将于9月下旬全部上岗。

“我们将于年内实现常态化管理。全
区4个镇6个社区全部实现网格管理后约
有6万镇墟居民从中受益。”美兰区社区管

理中心负责人说，下一步美兰区将加大网
格员和居民的“双熟悉”宣传力度，力争
10月30日前完成网格内人、房、物、事、情
等基础信息采集，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
开展公共服务提供决策依据。按照计
划。今年年底前网格员将围绕“宣传、服
务、信息、监督”四项职责开展常态化的门
边服务，有效化解居民办事难、矛盾纠纷
调处难问题，降低综治案件发生率。

海口美兰率先全省完成镇墟社区网格化管理

架沟通“桥梁”解居民之困

省社科院面向社会
招聘高层次研究人才

本报海口9月 7日讯 （记者陈蔚
林 通讯员何凌）为进一步提升我省社
科领域的科研实力，省社科院面向社会
诚聘高层次研究人才，其中包括专职的
高层次科研人员和兼职的高级研究员。

省社科院于2013年 12月 25日正
式挂牌成立，是省委领导、省政府直属的
社会科学综合研究机构，也是推进实施
中央关于把社科院建设成中国特色新型
智库战略布局中的一支新力量。

此次招聘的兼职高级研究员，为该
院非在编在岗的研究人员，户口不迁、人
事档案不变、社保关系不转，实行双向选
择、合同约束。同时，兼职的高级研究员
在完成相应工作职责后，该院将按相关
规定给予相应科研经费配套支持。

高铁两侧违建被依法拆除。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一笑 摄

本报那大9月 7日电 （记者易宗
平 特约记者谢振安 通讯员张琳）儋州
市人民政府积极准备“大礼包”，为品牌
农业注入新动力。记者今天从儋州市政
府办获悉，该市已正式出台品牌农业创
建奖励办法，其中获中国名牌农产品者
将给予重奖50万元。

据了解，儋州市品牌农业具体奖励标
准为：一是获得国家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
品、有机食品认证的，首个产品分别给予2
万元、6万元、10万元奖励。二是获得农业
部登记保护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国家工商
总局核准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质检
总局认证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每个奖励

10万元。三是获得中国名牌农产品的，奖
励50万元；获得海南名牌产品、海南名牌农
产品、省著名商标的，奖励10万元。四是通
过农业部认可、公布的农业标准，奖励10万
元；通过省农业厅认可、公布农业标准的，奖
励5万元。五是通过农业部认定的标准化
生产基地，三年内未出现质量问题，并通过

农业部监测合格的，奖励20万元；新增通过
出口国（地区）和海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
口农产品生产基地注册备案的农业生产基
地，奖励10万元。六是通过国际质量认证
的，奖励20万元；通过国内质量认证的，奖
励10万元。七是正常经营的农业生产主体
每注册1个商标，奖励1300元。

儋州市农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市政
府出台《儋州市品牌农业创建奖励办法》
的出台，旨在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快
品牌农业创建步伐，推进农业规模化、标
准化、品牌化，提升农产品质量和市场竞
争力，从而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促进
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民增收。

儋州对名牌农产品实施奖励，为品牌农业注入新动力

摘得“国字号”重奖50万

第五届国际和平海报
海南赛区启动

本报海口9月7日讯（记者洪宝光
通讯员周泓林）9月6日，第五届国际和
平海报海南赛区启动，本届和平海报比
赛主题是分享和平，凡是海南地区11—
13周岁的适龄少年儿童都可以参赛。

据了解，为了在少年儿童心中撒播
和平的种子，以绘画的手法，海报的形
式，引导孩子们表达心中的和平理想及
美好心愿，自1988年起，国际狮子会和
平海报比赛每年1届，至今共举办了26
届。平均每年有65个国家、35万儿童、
超出45万件作品参加比赛。参赛者年
龄限定在11—13 岁。

第五届国际和平海报海南赛区全省
将评出获奖作品120幅、优秀指导教师
120名、优秀组织奖20个，其中特等奖
的奖金是5000元。本次活动由海南省
教育厅、共青团海南省委、海南省文联、
海南省残联、中国狮子联会海南代表处
共同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