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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海南华研胶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鱼

胶原蛋白产业化基地”建设工程施工招
标：工程位于海口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北
区，建筑面积约8200平方米，四层框架结
构。配套建设内容包括围墙、道路等。工
期120天。有意承包本建设工程施工的单
位，请持全套资质复印件到海口市义龙西
路21号侨汇大厦15楼报名并了解项目具
体情况。

联系人：岑经理 13976102586
66553777转627

分担出口风险
保障收汇安全

联系方式：020-37198097；020-37198080
gzywc@sinosure.com.cn

处罚时间

2015.1.6
2015.1.6
2015.1.14
2015.2.4
2015.2.4
2015.2.6
2015.2.12
2015.2.12
2015.2.12
2015.2.13

违法企业名称

陵水英州美欣西点蛋糕店
陵水英州诺斯蛋糕坊
陵水新村吴勇吸饮力店
琼海嘉积哥们牛腩饭店
琼海嘉积湖湘一品楼餐饮店
临高临城万家惠超市
乐东抱由辉华百货商行
澄迈嘉隆迪商务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澄迈福山福星商行
万宁万城名鼎阁咖啡厅

法定代表
人姓名
蒋 平
翁爱帮
吴 勇
陈春雷
李天资
文先志
陈少华
吴厚勤
张昌云
郭小莉

地址

陵水县英州镇英榆大道200号
陵水县英州镇英榆大道239号
陵水县新村镇第二市场水产路18号
琼海市嘉积镇金海中西三路11号
琼海市嘉积镇兴海中路15060号
临高县跃进路180号
乐东乐城信宜同乡大厦楼下
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文明路62号
海南省澄迈县福山镇农贸市场门口
万宁市万城镇光明北路安置区

主要违法行为

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添加剂香精
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添加剂色素
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咖啡红茶
销售超过保质期的啤酒
销售超过保质期的啤酒
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用油
销售超过保质期的海马贡酒等
销售超过保质期的咖啡
销售超过保质期的炼奶
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鸡肉

海南省食品药品违法行为曝光台1号
2015年1~2月销售、使用过期食品案件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
2015年9月7日

注：如果发现类似违法行为，请拨打12331向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报，最高可获50万元奖励。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陈泉治）由省网信办和省工信
厅主办、为期一个多星期的海南省党政
机关信息安全保障人员（CISP、CISM）
暨网络安全攻防演练培训班今天结束。

在信息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今
天，我省各党政机关单位的信息系统中
存着大量代码和数据。如何更好地保护
这些代码和数据，成为备受关注和亟待
解决的重要问题。

培训课上，来自国家电网中电普华
安全中心、中电运行信息技术公司等单
位的专家以教学大纲为基线，融入了大
量实用案例，分别从信息安全保障、软件
安全开发、信息安全工程、信息安全风险
管理、数据库及应用安全、安全漏洞与恶
意代码、应急响应与灾难恢复、安全攻击
与防护等角度，对全省党政机关信息安
全保障人员进行培训，有效提高了参训
人员的网络安全意识和技术水平。

我省培训党政机关
网络“安全员”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杜颖
通讯员黄顺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中
心组（扩大）学习研讨会今天上午在海口
召开，传达学习中纪委关于《强化责任追
究 把从严治党落到实处》的有关通报。

在宣读了中纪委转发的有关通报
后，会议指出，省人大两级党组和机关党
员干部都要切实增强治党管党、守纪律、
讲规矩的高度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会议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进一步提

高认识，切实增强落实“两个责任”的政
治敏感性，省人大两级党组要自觉在政
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中央和省委保
持高度一致，党组成员要以身作则、率
先垂范，既要管好自己，还要带好队伍，
真正敢抓敢管，机关各部门党员领导同
志要发挥中坚作用，切实对部门党员干

部负起责任，严格要求、严格管理，认真
落实好“一岗双责”；二是进一步强化责
任自觉，做到敢于担当勇于负责，要强
化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和表率意识，加
强日常工作中的教育和监督，做到防微
杜渐，防患于未然，党员领导干部更要
带好头，守纪律，讲规矩，为普通党员干
部立好标杆；三是加强日常管理监督，
建设清正廉洁的机关干部队伍，深入开

展理想信念教育，以纠正“四风”为抓手
推动干部队伍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
有新的改观，积极抓好廉政风险防控工
作，对可能出现的不廉洁问题时刻保持
清醒头脑，把问题解决在初始，把苗头
消灭在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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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中心组（扩大）学习研讨会传达学习中纪委通报，要求——

有责必问 问责必严 从严治党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张婷）
今天下午，我省召开2015年军转安置工
作会议。2015 年我省军转安置计划
494名，其中，计划分配412名，自主择
业82名。计划分配军转干部中，师团职
人数占42%。

副省长、省军转安置领导小组组长陆
俊华指出，我省处在南海的最前哨，做好
军转安置工作，对于应对南海斗争形势，
意义十分重大。把转业干部安排好，能够
增强军队的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激励
广大官兵献身国防事业，更好地履行新形
势下我军的历史使命。

会议指出要创新推动自主择业工
作，增强自主择业的制度活力。同时建
立健全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开展多种形
式的就业创业培训，促进自主择业军转
干部就业创业。进一步加强管理服务体
系建设，健全工作机构，充实工作力量，
为自主择业工作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截至去年底，我省自主择业军转干
部人数已达到1698名。

今年我省计划安置
494名军转干部

本报海口 9月 14日讯 （记者孙
慧）近日来，受降雨影响产量、种植面
积下降等综合因素影响，海口市场上
一些蔬菜价格一直“高烧不退”。海口
市物价局今天向外公布，为确保中秋、
国庆期间市场蔬菜价格基本稳定，决
定从9月15日起，对海口市场上8种
蔬菜实行平价销售，并在全市设立78
家政府平价蔬菜供应点。

大白菜、小白菜、莲花白、上海青、

菜心、菠菜、胡萝卜、白萝卜等8种蔬菜
的批发价格、零售价格由海口市物价局
按低于目前市场价格进行核定，同时根
据实际情况，每周进行调整。

目前，海口市商务局已委托海口南北
蔬菜批发市场等相关企业组织货源，平价
蔬菜供应数量为150吨/天，累计组织
7050吨蔬菜平价供应海口市场。

销售期从9月15日到10月31日，
共计4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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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郭景水）记者今
天从省教育厅获悉，教育部正式公布“2015年全
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2015年全国青少
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区）”名单，我省11所中小学、
海口市美兰区分别上榜。

入围“2015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名单的我省11所中小学分别为：海南中学、海南省
国兴中学、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海口市第二十五
小学、海口市灵山中学、三亚市凤凰中学、儋州市
第一中学、琼海市嘉积第二中学、琼海市中原镇中
心学校、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中心小学、洋浦第
一小学。

据了解，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和全
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区）建设将纳入本地教
育发展规划，制定本地区的管理、建设和支持方
案，在教育教学、训练竞赛、师资配备、场地建设、
经费投入和安全管理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建立
发挥特色学校和试点县区带动本地区青少年校园
足球工作全面发展的有效机制。

据悉，特色学校和试点县区要开通基于互联网
的校园足球信息平台，公开校园足球进展情况，报
道足球活动，交流工作经验，展示特色成果。2016
年下半年，教育部将组织对特色学校和试点县区的
专项检查工作，对于不合格的单位，责令其限期整
改，否则取消命名并予通报。

我省11所中小学上榜
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海口美兰区确定为
“2015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区）”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杜颖
陈蔚林 王玉洁）第二届海南省艺术节即
将拉开帷幕之际，14日晚，作为艺术节
热门剧目之一，我省大型原创民族歌剧
《南海哩哩美》开启首演。这场全程贯穿
着海南元素的大型歌剧，以“哩哩美”渔
歌调的动人旋律，将人们的心绪带回祖
国辽阔无际的南海之上，带进了那个用
生命守护南海的凄美故事。首场演出获
得观众热赞好评。

晚8时15分，歌剧开启。雷声、闪

电，与滔天巨浪交织，波涛汹涌的南海
上，一群勇敢的渔民听到“救命”的呼喊
声，奋不顾身地救起了一名遇险的外族
人。开场震撼而特别的音效带给观众不
同以往的视听感受。

《南海哩哩美》描述的故事发生在很
久以前的海南。青年船长阿雷首次率船
出海时，在南海海域的鬼门屿遭遇台风，
救起了在风中落难的外族首领那巴。忠
厚的阿雷将那巴带回珍珠岛疗伤，以怨报
德的那巴却想把美丽的珍珠岛、神奇的更

路簿和善良的渔家姑娘阿美占为己有，对
岛上的渔民进行了一场空前的杀戮。为
保护乡亲们生命免遭涂炭，阿美只身将那
巴等人引入鬼门屿，最终与敌人同归于
尽，与爱人天人永隔，以生命保护了父老
乡亲和世代相传的更路簿，更守护了这片
广袤无垠的“祖宗海”。

在长约1小时30分的整场歌剧中，
海南元素贯穿了始终。有临高哩哩美曲
调、儋州调声，有渔网渔船实物、临高人
偶，还有象征当地图腾崇拜的“鱼手套”，

每一个细微处都溢满了海岛独有元素。
除了震撼的舞台效果，《南海哩哩美》还
拥有非常优美深情的歌词。在首幕渔船
开回珍珠岛时，男主人公高唱到：“风帆
是我们的臂膀，桅杆是我们的脊梁，海路
宽广通八方，世世代代，都在这片海上。
啊！这就是我们的祖宗海，波澜壮阔，霞
光万丈。”在表达爱情之美时，渔女阿美
柔声唱和：“海浪拍打着你坚实的臂膀，
你的目光就像南海的太阳，温暖着我幸
福的时光，阿哥，我深爱的情郎，我的心

只为你绽放。”声声长调动人心弦。而在
结尾，众人也齐声高唱：“哩哩美恋歌唱
了一代又一代，歌声飞向海天外，情不
改，爱永在，歌声飞向海天外。”

据悉，《南海哩哩美》除将作为我省
第二届艺术节15日开幕式演出节目外，
已被列为我省“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重
点项目，并被定位为我省备战第十四届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第十一届
中国艺术节的重点项目，将向文华奖发
起冲击。

大型原创民族歌剧《南海哩哩美》首演，凸显海南元素

哩哩美歌飞海天外

9月10日，海南霸王岭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青松社区长臂猿栖息地恢复项
目启动，50多名来自世界灵长类协会中
国分会、香港嘉道理中国保育的工作人
员及当地群众，走上青松乡小斧头岭，
种植长臂猿喜食的海南蒲桃、黄桐、岭
南山竹子等，为现存的4个长臂猿种群
提供丰富食物来源，改善栖息地生态。

据介绍，此次活动为期3天，计划种
植1450棵树苗。

本报记者 苏晓杰
特约记者 陈志强 摄

为霸王岭长臂猿
再筑新家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杜颖 王玉洁

大幕低垂、灯光渐暗，而甜美悠扬的哩
哩美渔歌仍然从舞台深处，如同温柔的海浪
向久久不愿离去的观众一波又一波卷去。

今天晚上，大型原创民族歌剧《南海
哩哩美》剧组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举行汇
报演出，为现场观众诠释了南海渔民以
生命为代价捍卫“祖宗海”的壮美乐章。

原汁原味触动人心

“冒雨来看这台歌剧，值了！”意犹未
尽的海口市民关军告诉记者，从序幕到结
尾，几乎每一个场景都穿插着鲜明的海南
元素：贯穿全剧的哩哩美渔歌，原样搬上
舞台的更路簿、娘子馆、竹鱼篓、临高木偶
等，“这样原汁原味的东西是最能触动人
心的，让海南的观众特别有亲切感。”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邵宁宁认
为，正是这些乡土气息浓郁的细节让“观
众在欣赏歌剧艺术的同时读到了南海渔
民在‘祖宗海’上生产生活的印迹。”

《南海哩哩美》制作人王海平由衷感
谢临高县委、县政府的诸多支持和鼓
励。“正是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才能通
过多次实地考察寻访，将最真实、最原始
也最珍贵的哩哩美渔歌搬上舞台。”激动
得眼眶微红的她许下承诺，《南海哩哩
美》将到临高演出，邀请更多当地群众观
演，“请老百姓给我们谈感受、提意见，让

这台歌剧更接地气、更得人心！”

爱国情怀荡气回肠

故事的最后，女主角阿美不惜以自
己生命为代价，与敌人同归于尽。看到
这里，许多观众禁不住泪流满面。

“这部歌剧不光讲述了一个催人泪
下的爱情故事，更体现了南海渔民荡气
回肠的爱国情怀！”关军在这部歌剧中体
会最深的，是南海渔民为了守护蓝色国
土鞠躬尽瘁、万死不辞的赤子忠心。

海口市第十一小学六年级学生王桃
容则坦言：“看完这部歌剧才知道，世世
代代的南海渔民竟然投入了这么多的精
力和情感，去守护属于我们的岛屿和海
域，多么感人啊！”她用稚嫩的声音表示，

“我们青少年也是一样，要有勇气和志
向，像男女主人公一样，永远用心守护家
园、爱护祖国！”

观众反响令人鼓舞

望着爱人远去的背影，阿雷傲立船

头引吭高歌：“啊！海的深处，你的歌声
还在飘。啊！天的尽头，霞光里透出你
的笑……”阿雷的扮演者——总政歌舞
团青年歌唱家王宏伟泪如雨下，引得观
众席上掌声雷动。

“不管是独唱还是合唱表演，这台歌
剧几乎是没有瑕疵的。”海南大学艺术学
院院长张巨斌竖起大拇指，他认为，这台
歌剧唱段演绎难度较高，演员在保证完
整演唱的基础上，还能恰到好处地融入
真情实感，尤为可贵。

王宏伟表示，他每一次唱到这里都
全情投入。“其实声音的表现可以更好，
但哭得厉害就影响了嗓子。”他认为，能
够打动观众就达到了《南海哩哩美》创排
的预期——让人们在轻松愉悦的美感享
受中认识到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哩哩
美和更路簿，让南海渔民的爱国情怀广
为人知。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

《南海哩哩美》原汁原味演绎爱国情怀——

热泪与掌声中的蓝色乐章

海口市政府平价蔬菜销售价格表（计价单位：元/500克）

品种 批发价格 零售价格

大白菜 1.50 1.90

小白菜 1.60 2.00

莲花白 1.40 1.80

上海青 2.40 2.80

品种 批发价格 零售价格

菜心 3.20 3.60

菠菜 5.20 5.60

胡萝卜 3.10 3.50

白萝卜 1.20 1.60

制
图/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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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审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海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修正案
（草案）》的议案；审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
议《海南省河道采砂管理规定（草案）》的议案；审议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推进省域“多
规合一”改革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海口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报请审查批准《海口市
房屋租赁管理条例》的报告；审议三亚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报请审查批准《三亚市白鹭公
园保护管理规定》的报告；审议《海南省第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表决任命法院
审判人员、检察院检察人员办法（草案）》；听取和审
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基本农田保护情况的报告；
听取和审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报
告；听取和审议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刑罚执行监
督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
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
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
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任免案；其他。

今天的会议还研究了《海南省宪法宣誓组织
办法（草案）》起草有关事宜；研究了关于《海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法官、检察
官任免有关事宜的建议意见》的办理意见；听取了
关于参加第二十一次全国地方立法研讨会情况的
汇报；听取了《关于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定（草案）》、《关于省五
届人大三次会议第532115号建议重点督办情况
的报告》、《关于我省对外开放优惠政策落实情况
调研与建设》、《关于海南省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海南省信息化条例>执
行情况专题调研报告》、《海南省代表团访问加拿
大美国情况的报告》等有关情况的汇报。

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七次会议23日召开

◀上接A01版
体现我们各级干部“马上就办”的作风，推动“百日
大会战”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加快海南经济社会
发展。

刘赐贵要求各级审批单位，继续探索行政审
批进一步“瘦身提速”，力争在现有300多项审批
事项的基础上再砍掉三分之一，取消和下放一批
含金量较高的审批事项，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要
认真总结，学习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通过制度创
新和机构改革，逐步形成有利于“两个最大限度”
的体制机制。要发挥好改革试点的作用，破除“两
个最大限度”的制度障碍。一定要从人民群众的
切身利益出发，大力提倡便民、利民的观念和做
法，为广大群众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行政服务。

刘赐贵还就以最大限度简化行政审批、最大
限度便民服务推动重点产业园区规划建设作了具
体部署。

副省长王路、省政府秘书长陆志远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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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海南省艺术节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