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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城至铜鼓岭公路和省道S205文蓬线及S316铜宝线等路段改建工程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文昌市文城至铜鼓岭段公路改建工

程、省道S205文蓬线改建工程和省道S316
铜宝线文教镇至宝藏坡段改建工程即将开
工建设，根据施工要求，现需要对施工路段
实施交通管制，具体交通管制方案如下：

一、管制时间
2015年9月30日至2017年9月30日
二、管制路段
（一）文昌市文城至铜鼓岭公路：K0+

000至K31+152km段；

（二）S205 文蓬线：K0+590 至 K30+
703km段；

（三）S316铜宝线文教镇至宝藏坡段：
K11+740至K14+466km。

三、管制方式
为确保施工安全，根据施工实际情况，采

取以下交通管制方式：
（一）路基施工阶段：采取分阶段单幅

封闭施工，另一单幅双向通行的管制方式；
（二）沥青路面施工阶段：以每两公里

为封闭作业单元，采取分段封闭施工，车辆
绕行分流的管制方式；

（三）文教大桥拆除重建阶段：采取道
路封闭施工，过往车辆分流绕行的管制方
式：

1、旧桥旁边将搭建临时人行钢便桥，
只供摩托车、三轮摩托车及行人通行；

2、对过往该路段的车辆实施绕行分流
疏导通行，由龙楼、文教往文昌市方向的机
动车辆可绕行龙楼至东郊公路、途经清澜

大桥、滨湾路至文昌市；头苑、东阁往文教方向
的车辆可绕行X189县道至宝芳，途经美柳大
桥、宋六公路、省道201线至文昌市；

届时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
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交通管理安全人员
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
解。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5年9月15日

经海口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9月18日为我市防空警报试鸣日。为
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定于2015年9
月18日上午10：00至10：19在全市范围内进行
防空警报试鸣，时间19分钟。

具体警报信号为：
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

间3分钟；
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 遍，时

间3分钟；
三、解除警报：连续鸣3分钟。
请市民注意收听、辨别警报信号，并在听到试

鸣信号后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咨
询电话：68703807。

特此通告。
海口市人民政府
2015年9月9日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
“9·18”防空警报试鸣日

试鸣警报的通告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杜颖 通讯员黄顺
祥）今天召开的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省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于9月23日至25日在海
口召开，会期2天半。

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毕志强主持，副主任
张力夫、康耀红、陈海波、贾东军，秘书长陈国舜出席会
议。

会议建议，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议程
为：传达学习第二十一次全国地方立法研讨会精神；审
议《海南省电力建设与保护条例修正案（草案）》；审议
《海南经济特区道路旅游客运管理若干规定修正案（草
案）》；审议《海南经济特区导游人员管理规定修正案
（草案）》；审议《海南经济特区旅行社管理规定修正案
（草案）》；审议《关于停止实施部分行政审批事项的决
定（草案）》；审议《关于下放部分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
（草案）》；审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海南省
节约能源条例（草案）》的议案； 下转A02版▶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

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七次会议23日召开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彭青
林）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赐贵
来到省政务服务中心调研，强调要认真落
实“严”和“实”的精神，最大限度取消和简
化行政审批事项、最大限度做好便民服
务；要时时铭记、事事坚持、处处上心，探
索和实现“两个最大限度”，以行政审批大
提速助推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为我省

“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如往常一样，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人头攒动，正同时进行着诸多采购
和交易的招投标，一派繁忙景象。刘赐
贵同办理业务的群众一起走进交易中
心，认真考察招投标的每个环节，与工
作人员和办事群众深入交流。他说，投
资项目“百日大会战”里的许多项目，都
要在中心招标交易，一定要提高效率、
做好服务、把好关口。

刘赐贵随后来到审批大厅，逐个走
访各行政审批窗口，慰问审批人员，了

解审批流程和简化审批的成效，并登录
网上审批大厅，体验网上审批的便捷。
他对大家说，“百日大会战”涉及项目多、
审批任务重，参与其中既是审批人员的
职责，也是一份荣誉，更是一次业务能力
锻炼和提升的机会。希望大家要共同努
力，尽可能提高审批效率，减少审批时
间，提高行政效能，为“百日大会战”和海
南改革发展履职尽责，做好服务。

在随后召开的加快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座谈会上，刘赐贵对省政务服务中
心和各部门审批办近年来不懈改革探
索，在简政、便民上取得的突出成效，给
予了充分肯定。他说，深化行政审批制
度的改革还远没有到位，各级各审批部
门一定要坚决贯彻中央要求和省委六
届八次全会的部署，以最大限度取消和
简化行政审批事项、最大限度便民服务
的成果，检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成
效， 下转A02版▶

刘赐贵在省政务服务中心调研时强调

以严和实的精神
最大限度简化行政审批 最大限度便民服务

本报成都9月14日电（特派记者洪宝光）今天上
午，参加全国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
匹克运动会的我省代表团传来喜讯，陈飞获得女子乒
乓球TT11级冠军，这是我省参加本届残运会获得的
首金。此外，吴海波获得田径F11级女子铁饼铜牌。

上午，在四川省成都市乒乓球学校举行的女子
TT11级女子乒乓球比赛中，来自海口琼山的陈飞发
挥出色，打拉结合，始终打得主动，控制着比赛节奏，让
对手宁夏队的宋竞甘拜下风。

夺冠！这是我省在第九届残运会上获得的首金。
58岁的陈飞是一名智障残疾人，平时比较喜欢打

乒乓球。9月13日，对阵北京队的比赛中，她轻松战
胜对手，进入决赛。据悉，本届比赛，我省派出16名运
动员参加乒乓球比赛。 (相关报道见B07版)

陈飞夺得女子乒乓球TT11级冠军

残运会海南摘首金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侯小
健 通讯员罗利明）为加强旅游客运统
一管理，省政府办公厅近日下发《关于
做好推进旅游客运管理体制改革有关
事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
知》明确要求，全省旅游客运将由省道
路运输管理机构集中许可，统一管理；
暂停市、县许可旅游客运。

《通知》指出，我省旅游客运推行集
中许可统一管理，目的是响应国家“一
带一路”发展战略号召和省委、省政府
关于深入推进旅游客运管理体制改革
一系列要求，建立高效便捷、通行顺畅
的旅游客运服务机制。

省政府明确要求，各市、县、自治县
一律不得许可或更新旅游车辆运力，也

不得变相许可其他客运车辆从事旅游
客运活动。包车客运车辆不得从事旅
游客运活动；旅游公交车应严格按照核
定的线路、站点、时间、票价运营，不得
超越许可范围从事旅游客运活动。

今后，凡申请从事道路旅游客运经
营的，均由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审批，并
纳入全省统一的旅游车辆专用号段管

理。对于2014年12月31日前，已经审
批从事本行政区域内道路旅游客运经营
尚未满经营期限的，需由省道路运输管
理机构换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
《车辆营运证》后，在原许可期限内，继续
运营。对2015年1月1日后新增的，将
由属地人民政府自行整改纠正和消化处
理，但不应再从事旅游客运经营活动。

我省旅游客运推行集中许可统一管理

暂停市县许可或更新旅游车运力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洪宝光
通讯员 杨帆 罗虎

“妈妈……我，爱，你！”当4岁文昌
女童小燊终于艰难而清晰地说出这句
话时，她的妈妈吴连香一把将她拥入怀
中，亲吻和着眼泪雨点般落下。

此前漫长的3年里，先天性失聪的
小燊在无声世界里煎熬，随父母四处颠
簸求医。直到去年，小燊在海南省残疾
人基金会资助下接受了人工耳蜗移植
手术。今年春天，她终于听到了妈妈的
声音，还有美好世界里的虫鸣鸟叫……

今年初，省民政厅对全省各类基
金会开展了等级评估工作。海南省残

疾人基金会被评为5A级基金会，名列
榜首。

“实至名归，实至名归！”得知消息
的吴连香竖起大拇指，“是基金会给了
我女儿一对耳朵，给了她开口说话的能
力。”一年多来，和她一样提起省残疾人
基金会就赞不绝口的人数不胜数。

在省委书记罗保铭倡导下，去年1
月 13日省残疾人基金会正式挂牌成
立。通过“大家都来为残疾人捐献一元
钱”为主题的爱心万里行社会助残募捐
系列活动等向社会各界进行募捐，截至
目前，省残疾人基金会已募集到资金和
物资逾8000万元，为我省2万多名贫困
残疾人撑起一片如洗碧空。

一年多启动40余助残项目

一间破败不堪的瓦房里，冷风穿过
砖石屋墙，直往单薄的旧被单里钻。8
岁男孩蔡於川一边手脚并用在冷水里
揉洗衣物，一边回头留意瘫痪母亲吴太
妹的一举一动。

“冷不冷？”基金会工作人员低声询
问，久违的关怀令小於川顿时红了眼
眶：“很冷，但家里用不起热水。”

这是去年12月17日，基金会一行
到海口市扬亭东村看望慰问残疾人时，
遇上的辛酸一幕。20多天前，小於川的
父亲因为肺癌离开人世，留给他的是生

活无法自理的母亲、两个嗷嗷待哺弟妹
和堆积如山的债务。年幼的他不得不
过早地扛起生活的重担。

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省残疾
人基金会理事长符永还记得，今年春节
的某天凌晨，他被手机铃声惊醒。电话
那头是一名来自陵水的单身母亲：“您
是符书记吗？”怯怯的问句得到回复后，
她激动得哭出声来。

原来，她的儿子出生不久就被确诊
脑瘫，丈夫很快消失得杳无音讯。如
今，沉重的医疗费压得她喘不过气。看
到报纸和网站上公开的符永的手机号
码，她犹豫了好多天，最后终于鼓起勇
气拨通了电话：“我不敢相信，竟然真的

是您本人接听。我的儿子有救了！”
这两家人的窘境，就是我省贫困残

疾人的生活缩影。为贯彻落实罗保铭
书记“用实实在在的举措，关爱帮助残
疾人朋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残疾
人朋友奉献一份爱心”的指示精神，基
金会成立之初便组成多个工作组，分赴
各市县对我省50万名残疾人进行摸底
调研、看望慰问。在这过程中，他们的
心始终紧紧揪着。

“我们发现，很多残疾人仅靠政府
救助远远不够，生活贫困，举步维艰。”
符永告诉记者，有的残疾人无人照顾，
终日与屎尿为伴；有的残疾人轮椅破
旧， 下转A03版▶

省残疾人基金会“一元钱”捐出一个“慈善奇迹”，一年多募资逾8000万元，帮扶2万多残疾人

爱,托起生命的尊严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刘
贡）南海热带低压于14日凌晨3时加
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环高”（热带风
暴级），21时50分在越南广南省沿海
登陆。受“环高”环流和冷空气共同
影响，15日-17日我省仍有较明显风
雨天气。

“环高”登陆前强度维持，登陆时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20米/秒），
中心最低气压为995百帕，登陆后转
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5日-16日，本岛东部、中部和南
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西部
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北部地区
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17日，受“环高”残余环流和新的
冷空气共同影响，本岛东部、中部和
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西部和北部地
区有小雨；

18日-20日，全岛以多云天气为
主。

14日10时，海南省气象台发布
中小河流洪水四级风险预警。“环高”
登陆后，仍需谨防次生灾害的发生。

台风“环高”昨登陆越南

海南3天内
仍有大雨

9月14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政协办公厅、省文体厅、临高县委牵头，省歌舞团、广州军区战士文工
团携手倾力打造的大型原创民族歌剧《南海哩哩美》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上演。

歌剧全程贯穿着海南元素，以“哩哩美”渔歌调的动人旋律，将人们带进了那个用生命守护南海的
凄美故事。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相关报道见A02版)

大型原创民族歌剧
《南海哩哩美》首演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记者周
玮）中办、国办日前印发《关于推动国有
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
见》。意见强调，文化企业提供精神产
品，传播思想信息，担负文化传承使命，
必须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
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意见指出，国有文化企业是发展文
化产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
力量，必须着力建立有文化特色的现代

企业制度，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表率带
动作用，在推动两个效益相统一中走在
前列。

意见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
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
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党的
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生产导
向，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遵循

精神文明建设要求，遵循文化产品生产
传播规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在国有企业改革大框架下，充分体
现文化例外要求，积极推进国有文化企
业改革。以建立有文化特色的现代企
业制度为重点，以落实和完善文化经济
政策、强化国有文化资产监管为保障，
建立健全确保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
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相统一的体制机制， 下转A03版▶

(相关报道见B02版)

中办国办发文强调，文化企业担负文化传承使命

文化企业必须把社会效益放首位

A02版 海南新闻

■ 饶思锐

第二届海南省艺术节即将开
幕，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全省人
民将有机会免费或低价欣赏到众
多“视觉大片”，共享文化盛宴。

作为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
大、影响最广的文化艺术盛会，
海南省艺术节集中了大量优秀
的专业艺术作品，比如大型原创
民族歌剧《南海哩哩美》，以及
精彩的群众文化作品，其高密
度、普惠式的文化展演活动，必
将极大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让更多群众能够共享文化发展
的成果。

政府主办公共文化服务，让
高雅文艺作品普惠大众，不仅是
文艺作品本身内在发展的需要，
也是其发挥社会功用的需要。春
风化雨、润物无声，让高雅艺术普
惠群众，既要让群众享受视听盛
宴，也要让群众充分感知政府公
共文化服务的优越性，更要让群
众在文艺作品中受熏陶、得提升，
感受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从而为

“中国梦”凝聚力量。

让高雅文艺作品
普惠大众

海口8种蔬菜
今起平价销售
全市设立78家政府平价蔬菜供应点

B04版 世界新闻

B03版 中国新闻

数万日民众包围国会
反对安保法案
安倍内阁支持率创再次执政以来新低

物美价廉的好药在现实中却成为“孤药”

廉价救命药
为何“黑市”才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