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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气鸿同志逝世

海南省农垦总局副厅级离休干部
符气鸿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
年10月6日在海口逝世，享年88岁。

符气鸿，男，海南文昌人，1940
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7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历任文昌县
第三区抗日政府公务员，文昌县复
兴乡青年解放联合会主任，琼崖纵
队独立团二营六连指导员，海南军
区炮兵团保卫股长、炮兵营教导员，
林业工程一师一团宣传股长，海南
农垦万宁垦殖所政治股股长、工会
主席，海南农垦工会生产部部长，海
南农垦磷肥水泥厂党委书记，国营
桂林洋农场党委书记，广州军区生
产建设兵团一师十二团团长，广东
省海南农垦局副局长、党委书记，海
南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等职。1993 年 12 月离职休
养。享受按副省长级标准报销医疗
费待遇。

中共海南省委老干部局
2015年10月9日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李佳飞
特约记者黄一笑 实习生冯定辉）10月8
日海南日报A03版一篇题为《这小区有
处露天大垃圾场》的报道引起琼山区委
区政府的重视，日前已责成相关单位积
极整改，报道中提及的海南工商职业学
院学苑公馆内的垃圾今日已清理完。

9日下午，记者在存身于海南工
商职业学院教职工宿舍区的学苑公
馆小区看到，垃圾堆放点已不见垃圾
成山的场面，清理后的地面平整了许
多，四周用铁皮围栏围了起来，入口
处挂着醒目的提示牌，上面写着“学
苑公馆装修建筑垃圾临时存放点”，
并明确规定，该场地堆放的装修建筑
垃圾将于每周一、三、五、日定期清
运；小区业主装修垃圾必须袋装化，
否则禁止堆放场内。

负责该小区的宏丹物业管理处负
责人潘远梅介绍，由于学苑公馆3栋新
楼刚刚交付，装修的业主较多，所以物
业规划了此处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
并安排专人定期清理，但由于此前管
理疏忽，中秋、国庆两节期间未及时清
走垃圾，引起部分业主不满。对此，物
业已积极整改，昨天至今天，清洁人员
加班加点整理清运出37车垃圾，基本
将堆放的建筑垃圾清理完。

“为方便较多的装修业主，建筑垃

圾临时堆放点可能还要设置一年半左
右，垃圾量多的时候会一天一清理，等
到装修基本结束这个临时堆放点会撤
掉，还广大住户绿地空间。”潘远梅说。

文坛社区负责人王小星表示，该
小区垃圾成堆的问题已引起区委区政
府的重视，国兴街道办相关负责人已
责成社区进一步强化监管，按照规定，
社区网格员将坚持每天早、中、晚3班
巡查制度，杜绝再有垃圾堆积的情况
发生。

小区露天垃圾场垃圾已清完
社区负责人：积极整改，将规范和强化监管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李关
平）今天，海南日报新闻热线966123
接到市民反映，位于海口红城湖附近
的海瑞故居前，有人划设停车泊位违
规收费，而且不能提供发票。

接到市民反映后，海南日报记者
来到海瑞故居调查，发现海瑞故居门
口两侧的确用白线划设了停车泊位，
其中小汽车泊位约有10余个，电动车
泊位两排估计能停放30辆电动车。
在海瑞故居正门口放置着两块牌子，
一块牌子写着：“温馨提示：停车收
费”；另一块牌子写着：“温馨提示：停

车须知 尊敬车主：凡进入本停车场停
车的车主，请携带好自己的贵重物品，
本车场只提供停车场地，车辆剐蹭、损
坏，车辆及车内物品丢失概不负责”。

一名自称是停车场管理员的中年
妇女表示，小车停放一次3元，过夜5
元，没有发票。当记者问及此处是否
为正规停车场，为何没有发票时，中年
妇女表示，这土地都是村集体所有的，
用来做什么我们说了算。

记者随后走访附近家乐福门前广
场停车场，在停车场的入口处可见明
显标示，注明交警部门核发的编号，设

有物价部门公示的收费标准。这些正
规停车场要求设置的相关设施，在海
瑞故居门前停车场均未看到。

据悉，自今年4月20日始，海口
市公安交警、发改委、物价等 10 多
个相关职能部门联合执法，整治停
车场乱设点、乱收费、乱设障、乱挪
用问题，并对符合要求的停车场，按
照“四统一”（统一编号、统一标牌、
统一公示、统一标线）进行规范设
置，符合要求的停车场经申请审核
后补办手续，亮证合法经营。由此
可见，海瑞故居门前停车场并未经

过核准。该管理员也向记者表示，
他们也是近期才设置并收费的。

一位游客开车从海瑞故居停车场
出来后，向海南日报记者表示，海瑞故
居是海口市的人文景点，没想到门口
的停车场竟然是一个黑停车场，停车
不给发票，而且赫然声明只提供场地
不管车辆剐蹭、损坏，既不合理也不合
法，实在是有损城市的形象，希望相关
部门能管一管。

记者今天下午将有关情况向海口
市交警部门反映，交警部门表示将立
即到现场核实有关情况。

私设停车泊位违规收费

海瑞故居门前现“黑停车场”

本报海口10月 9日讯（记者宗兆
宣）“不会吧！货车带着车轮锁一起不
见了，没想到这些人这么胆大妄为，这
是多年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海口
城管支队环卫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杨林
华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

9日凌晨4时许，海口城管支队环
卫执法大队4名队员来到1小时前查
处货车的现场时，没想到不但没见到
车主，而且被锁住的违规货车也不见

了踪影。
当日凌晨3时许，4名执法队员在

海口丘海大道和美俗路口执法时，发
现一辆红色解放牌四轮货车从美俗路
准备向丘海大道方向拐弯。这辆货车
一路上不停滴水，车上装载的沙子也
没有严密遮盖，行驶中不时洒落到地
面上。执法人员当即拦下这辆车牌号
为琼A17605 的货车，明确向车主告
知车辆违规行为，要求车主提供行驶

证等证件进行立案处罚。驾驶车辆的
中年男子却声称证件不在自己身上，
现场无法提供任何证件。执法人员当
即要求车主尽快取回证件进行登记，
并用U型车轮锁锁住货车左前轮，防
止车主驾车逃走。

在等待车主取回证件的过程中，执
法队员暂时离开现场前往其他路段进
行巡查，于凌晨4时许返回该路口。没
想到此时车主和违规货车都不见了踪

影，执法工具车轮锁也被撬开带走了。
“货车司机不仅逃避执法，还涉嫌暴力
砸坏执法工具车轮锁驾车逃离现场，已
构成暴力妨碍公务。”杨林华接受记者
采访时义愤填膺。

看到车主和违规货车都不见踪影
后，现场执法人员第一时间拨打了

“110”报警，目前秀英派出所民警已对
此事展开调查，警方正积极寻找货车司
机协助调查。

城管队员凌晨街头查车遭恶意逃避执法

违规司机撬开执法锁开车溜了

防台风工作中缺岗

琼中2名干部被通报批评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陈琴）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纪委发出通报，对防御强台风“彩虹”期间
无故缺岗的2名干部进行全县通报批评。

据了解，10月3日，琼中县委、县政府召开紧
急会议，部署防风抗风工作，要求各乡镇、农场和
县“三防”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取消休假，全体党员
干部职工要坚守工作岗位。随后的检查发现，湾
岭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办事员林宁和新市农场
工会办科员王长军2人缺岗。针对此情况，琼中
县纪委决定对上述2人进行全县通报批评，责令
他们分别向湾岭镇党委、新市农场党委作出深刻
书面检讨。

琼海市水务局原副局长
黄邦泰等4人接受调查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何
春尧）海南廉政网今天发布消息，琼海市水务局原副
局长黄邦泰（已退休）、纪检组长叶飞，三防办专职副
主任、规划计划组长冯秀泉，三防办建设与管理组长
陈芳若等4人涉嫌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原局长曾新元被捕

本报海口 10月 9日讯（记者金昌波 实习
生李丹）省检察院今天发布消息称，海南省人
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日前以涉嫌受贿犯罪对海
南省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
曾新元（正处级）决定逮捕。案件侦查工作正
在进行中。

五指山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原局长韩志勇被捕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金昌波 实习生
李丹）省检察院今天发布消息称，海南省人民检察
院第一分院日前以涉嫌受贿犯罪对海南省五指山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韩志勇（正处级）决定逮
捕。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新闻 追踪

海口市内道路
新增免费泊位1500个

10月8日，在海口市琼山区府城
高登西街完成划线的停车位，环境整
洁有序。日前，海口市在四个区共35
条道路增设1500个免费停车泊位，
包括分时段免费停车泊位和全天免费
停车泊位。至此，海口市内道路免费
停车泊位增加至2500个。同时，各
个区将率先建设一个标准的停车场，
以点带面在全市铺开。

据悉，为进一步规范海口停车场
管理秩序，缓解海口交通拥堵，4月13
日至10月12日，海口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为期6个月的停车场专项整治行
动。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邓海宁）
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公交部门获悉，为进一
步鼓励市民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助力海口

“双创”，海口公交卡运营方海南一卡通有
限公司联合海口公交集团和六龙巴士共
同发起“半价乘坐公交车”活动，在10月
10日至12月31日期间，海口将有3条公
交线路供市民刷公交卡半价乘坐。

据了解，10月 10日至 12月 31日
参加“半价乘公交”活动的3条线路分
别是海口公交集团的19路（白沙门-海
口广播电视台）和29路（万绿园西门-
海口市消防中心），以及六龙巴士的39
路（海南工商学院-海口汽车西站）公交
车，活动期间刷公交卡乘坐这3条线路
的公交车只需0.5元。3条线路公交车
将会在醒目位置贴出标示，提醒乘车市
民半价乘坐。

本报海口10月 9日讯（记者侯小
健 通讯员罗利明）为改善我省高速公路
通行条件，满足我省路网升级改造需求，
G98环岛高速石梅湾至三亚段右幅从
10月10日起封闭大修，双幅改造工程
估算投资9.6亿元，工期约一年。这是记
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的。

根据改建工程需要，10月10日至
2016年1月31日，神州半岛立交至藤桥
（海口至三亚方向）实施交通管制。半幅
封闭施工，禁止通行，由海口往三亚方向
的车辆，从神州半岛立交下高速公路经
G223国道绕行至藤桥立交上G98高速
公路至三亚。由三亚往海口方向半幅高
速公路正常通行。

省交通运输厅有关负责人称，G98
环岛高速公路东线段是我省高速公路
网和国家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
分。石梅湾至三亚段于2001年扩建完
成，通车14年来，除2011年对右幅部
分路段进行维修和整治外，其余路段一
直从未大修，路面出现裂缝、龟裂、坑
槽、沉陷等多种病害，严重影响行车安
全性和舒适性，沥青路面已基本接近设
计使用寿命，路面状况亟待改善。为
此，省政府决定对该路段进行改建，并
将其列入省政府第33次常务会9大重
点公路基础设施项目。

环岛高速石梅湾至三亚段右幅

今起封闭大修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李丹 通讯员 文文

“拿到助学金的那一天，家里欢喜
得像过大年一样。”进入心仪的大学已
有一月之久，谈起送上“及时雨”的希望
工程圆梦行动，新疆石河子大学学生郭
育鹏仍然充满感激，“是圆梦行动让我
不再徘徊于大学门外，是爱心企业给了
我继续学习深造的机会。”

与郭育鹏有着同样想法的青年学
子还有很多。据统计，今年我省希望工
程圆梦行动共计筹款2967万元，资助贫
困大学生5668名，两项指标在全国33
家青基会中名列前茅，均为全国第一。

经济下行带来筹款压力

金秋8月，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今年受圆梦行动资助的学生林媛媛

来自万宁的一个农村家庭。2013年，其
父亲因癌症离世，留给妻子的是堆积如山
的债务、年迈多病的爷爷和尚在读书的姐

妹，让本就贫困的家庭又一次陷入困境。
“家里只有妈妈务农持家，今年我

和妹妹同时升学，家里实在无法同时负
担两人的学费。”与林媛媛面临同样窘
境的寒门学子并非个例。刚刚入读海
南大学的朱雪敏也告诉记者，她那仅靠
打零工养家的父亲不仅要承担子女3人
的学杂费，还要为罹患尿毒症的妻子寻
找生机，数千元的学费让她不得不考虑
止步于大学门前。

这两个受尽磨难的家庭，便是我省
贫困学子家庭的缩影。

“据统计，今年我省参加高考人数
又创新高，多达6.2万余人，这意味着今
年需要资助的贫困学子也比往年要
多。”但是，省青基会秘书长羊光然在圆
梦行动启动之初就有预测，今年上半
年，海南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必将给圆
梦行动的筹款带来新的压力。

多市县多举措筹资助学

面对两头夹逼的严峻形势，团

省委书记盖文启对圆梦行动提出了
筹资 2000 万元的目标，督促省青基
会及早部署、周密安排，打一场有准
备的仗。

于是，高考分数刚刚揭晓，与圆梦
行动相关的“用我双手挣学费”“决不让
一名学生掉队”“青春圆梦想”“圆梦行
动义捐义卖义拍”等一系列募捐活动就
如火如荼地走进了全省各个市县，引发
各方关注。

在全省各级团组织的上下联动、宣
传号召下，三亚、东方、琼中等8个市县
决定，主动下拨财政资金、举办募捐活
动支持圆梦行动。

其中，三亚市启动“向贫困宣战”
助学活动，决定将财政拨款支持力度
从往年的 100 万元提高到 120 万元，
突破性地把被本科第三批大学录取的
贫困学生也列入资助范围；琼海市举
办“爱心圆梦”捐资助学现场募捐会，
由市委书记、市长等市四套班子领导
出席并带头捐资；万宁市利用媒体连
续刊播助学倡议书，并将多名贫困学

子的家庭现状、求学渴望展示在众人
面前，引得越来越多爱心企业和人士
慷慨解囊……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爱心企业还积
极响应“用我双手挣学费”活动，为贫困
学子提供暑期工作岗位。郭育鹏就在
某电子公司谋得一份兼职，第一次体验
到父母挣钱养家的不易，也第一次亲手
为自己的人生添砖加瓦。

公开透明赢得完全信任

尽管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但出乎
省青基会意料的是，今年，非但已经
在圆梦行动设立长效基金的 16家爱
心企业均按时提交了善款，还有 3家
爱心企业主动请缨设立长效基金，其
中，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捐资 1000
万元设立“三亚蜈支洲岛助学金”，捐
出了圆梦行动启动以来收到的最大
一笔捐款。

“慈善无关企业效益。只要公司存
在一年，公益行动就要坚持一年。”在圆

梦行动设立长效基金长达8年的海南凯
健医药有限公司的财务总监吴彩丽说，
他们之所以愿意把“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善款”投入圆梦行动，是出于对省青基
会的百分百信任。

能够取得助学者的“百分百信
任”，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我省首个大
型助学网络平台——海南助学网的开
通。通过海南助学网，助学者可以直
接查看接受其捐助的贫困学子资料、
即时跟踪善款流向，设立了长效基金
的爱心企业还可以自主选择资助对
象，并上门核实其材料真伪。可以说，
该网站为捐受双方搭建了透明公开的
沟通桥梁。

“从村到乡，从县城到省城，从工
商个体到国营企业，从厂矿到机关，
几乎全都联动起来，为圆梦行动出资
出力。”羊光然说，这种爱心互动，不
仅让贫困家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更
让全省人民感受到“爱心岛”的浓郁
氛围。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

我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两项指标获全国第一，助5668名贫困学生圆梦大学

“圆梦行动”筑梦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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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起海口3条公交线路
刷卡半价乘坐

◀上接A01版
更需要迎难而上、主动出击，要以敢于动真碰硬、
善于攻坚克难的劲头，解决好现实难题，不做“甩
手掌柜”。发扬乐东精神，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信念
坚定，敢于担当，矛盾面前不绕道，风险面前不躲
闪，直面群众关切，切实解决摆在面前的诸多发展
难题。

真抓实干、为民谋利，是乐东精神的最终落
点。一个地方要发展，事业要成功，民心向背十分
关键。如果合乎民心，则无往而不利；反之，则会
寸步难行，处处碰壁。正是由于乐东党员干部以
真心真情真利益为百姓谋利，把实实在在的利益
给了群众，群众才相信党、相信干部，才心甘情愿
跟党走。发扬乐东精神，要怀着真心真情，民生工
作落细落小落实，在群众的幸福感中收获干部的
价值感、成就感。

乐东精神从总体上讲，是一种吃大苦、耐大
劳、特别能战斗的奉献精神，是一种打硬仗、解难
题、创事业的进取精神，是一种脚踏实地、真抓实
干、科学发展的务实精神，是一种心系百姓、利为
民谋的为民精神。这种精神植根大地让人奋力前
行，这种精神承载希望让人有百折不挠的毅力、热
血沸腾的斗志，这种精神让人有战胜千难万险的
能力、创新发展的智慧。我们要学习乐东精神，把
它转化为凝聚力、推动力和感召力，为海南发展提
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丰富的内涵 精神的感召

◀上接A01版
低保户家庭用气继续实行价格优惠。经民政

部门确认的低保户家庭，第一档气价仍为2元/立
方米，第二档气价为2.4元/立方米，第三档气价为
3元/立方米。学校、福利院、敬老院、养老院等执
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以及一“户”内常住人
口6人（含）以上的居民用户，持户口本原件或公
安机关、居委会出具的有效证明到燃气公司营业
网点申报，经燃气公司核实确认后，暂不实行阶梯
气价，气价水平按居民第一档、第二档气价平均水
平执行，用气价格为3.47元/立方米。

如何对“户”进行认定？省物价局批复明确，
居民用户原则上以住宅为单位，一个房产证明对
应为一个居民户；没有房产证明的以供气企业为
居民安装的气表为单位。实行居民阶梯气价后供
气企业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一户一表”改造、弥
补居民基本生活用气供应和储气调峰成本，以及
减少与工商业交叉补贴等方面。

该批复方案自2015年11月1日起执行。计
价周期方面，海口市居民生活用气阶梯气价以年
度为周期，计量周期为每年11月1日起至次年10
月31日，用气量在年度周期之间不累计、不结转。

海南民生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介
绍，根据2014年海口市居民用户用气量统计分析测
算，超过80%的居民家庭年用气量在第一阶梯范围
内，也就是说，实行居民生活用气阶梯气价制度
后，海口市超过80%的年用气量在第一阶梯用气
量内的居民用户燃气费用不会增加，对日常生活
没有影响。

海口下月起
实施三档阶梯气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