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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海南省海口市南渡江引水工程监理四标二次招标；招

标人：海口市水务局；招标代理：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概况：

实施以下工程的水土保持措施，包含东山闸坝加所有泵站及城市东

部供水线路、城市中部城市供水线路加美安科技新城线路联通工程、

灌区骨干工程和田间工程加五源河整治工程。详见招标文件；招标

文件获取时间：请于2015年10月14日至2015年10月20日（法定

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http://

218.77.183.48/htms 购买招标文件；发布公告的媒介：同时在海南省

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网及中国采购与招

标网上发布，具体内容详见网络版公告及招标文件。

中标公示
四更镇墟生活污水处理及配套主管网工程于2015年

10月 10日 08:30分在东方市政务服务中心进行了公开招
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
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建设工程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公示期：2015年 10月 13日至 2015年 10月 15日，如

有质疑（或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东方市监察局投拆，投拆
电话：0898-25538471

中标公示
武警三亚疗养院公寓房建设项目施工标，已于2015年10

月12日完成了开、评标工作，经评标专家委员会评定，现将中

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湖北中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联合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献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本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5年10月13日至15日），若

有异议可向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提出书面异议报告，投诉电

话：13198987510。

施工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二、代理单

位：湖南信元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三、工程概况：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和平镇长兴村至加峒村乡村道路工程，琼中县长兴村至加峒村道路全
长5730.155m，设计为水泥砼路面，路面宽3.5m，路基宽4.5m，全线需
新建8道圆管涵，保留利用原有2道涵洞和2座小桥。四、投标资格：投
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
质；项目经理要求为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
投标人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项目施工的能力。投标单
位须提供当地（项目所在地或公司注册所在地）检察机关查询后出具的
关于单位、法定代表人及担任本项目的项目经理无行贿犯罪档案的证明
材料（须在有效期内）。五、招标文件的获取：请于2015年10月13日至
2015年10月19日（节假日除外），在海口市美兰区美苑路16号春江壹
号A单元1301室持单位介绍信报名及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
价500元，售后不退。六、联系方式：张工17098280171

■ 本报记者 刘操

10月13日是第26个国际减灾日，今
天，琼海市嘉积镇文坡社区的居民们发现，
在社区办公大楼旁的广场上，竖起了一块写
有“应急避难场所”的绿色牌子，格外显眼。
居民们同时还发现，在社区其余4个重点部
位，还划出了专门的“应急避难场所”。

“应急避难场所”是干什么用的？
面对居民们的疑惑，社区工作人员解

说道：“一旦发生灾害，这些专门的应急避
难场将立即成为大家的安身之所，确保大
家的安全。”

这是我省深入推进全国综合减灾示范
社区创建活动的一个缩影。

我省从2008年开始创建“全国综合减
灾示范社区”，截至2014年，已有16个市
县58个社区被国家减灾委员会、民政部授
予称号。今年，我省力争在海口、三亚、琼
海、万宁、昌江5个市县再创建12个全国综
合减灾示范社区。

近日，国家减灾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做

好2015年国际减灾日主题宣传工作的通
知》指出，今年国际减灾日的主题是“掌握
防灾减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一是强调
在灾害风险管理过程中，注重运用防灾减
灾科学知识，提升使用符合当地实际情况
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的意识；二是鼓励当
地社区和居民积极参与，采取适合当地社
区和居民的防灾减灾措施，保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而我省积极创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
社区”正与此不谋而合。

多种学习形式
增强居民防灾减灾意识

“通知防风，网格员挨家挨户动员居民
转移，转移危房群众，转移低洼房居民
……”5月12日，宏亮的广播声在海口凤翔
社区居委会上空不停回响，这里正在进行
一场防灾演练。作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
区的海口凤翔社区，防灾救灾应急演习是
社区给居民上的必修课。

“滴滴滴”，当天上午9点，社区值班人
员接到上级防风救灾电话，“今年代号为
蓝沙的第9号台风将以每小时30公里的
速度向海口移动，预计今天下午在我市登
陆”。接到防风电话后，指挥部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召集保障、医疗、安保等工作组
成员迅速到位，并请求民政部门帮助提供
物资支援。

根据指挥部部署的职责分工，各组成
员分头行动，开展工作。疏散、转移群众，
排除安全隐患，准备救灾物资，帮助老弱病
残群体，发放救灾物资……整个演练过程
人人投入个个认真。据统计，这次应急演
习时长45分钟，参演人数200多人。参加
演练的社区居民认为，通过此次演练，他们
学习到了很多防灾救灾知识。

记者获悉，我省各市县通过组织培训、
专家讲座、开展防灾减灾演练、文艺表演、
播放专题片、发放宣传资料、社区宣传栏等
多种形式，开展社区防灾减灾宣传，对社区
居民进行防灾减灾安全教育，促使社区居
民了解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和基本技能，增

强防灾减灾意识。今年8月，省民政厅救
灾处还专门举办防灾减灾培训班，为基层
干部树立普及防灾减灾知识。

加大装备投入
增强防灾减灾能力

减灾设施和避难场所建设被视为创建
防灾减灾示范社区的重点。

在琼海文坡社区，工作人员在全新的
办公大楼设置了救灾物资储备室和防灾减
灾指挥中心。物资储备室配有灭火器、喇
叭、救生衣、雨衣、强光照明灯等应急救灾
装备，防灾减灾指挥中心则购置有随时可
用做临时指挥室的办公用品，这些物品都
是为保证灾害发生时能够应急和第一时间
开展救助。

在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琼海雅
洞、海口凤翔等社区，记者看到，社区设置
有详实逼真的疏散示意图和显眼的安全逃
生路线指示牌。雅洞社区专门设置的临时
避难场所示意图，分为“男区”“老弱病残

区”“妇女儿童区”。同时，在安置区外侧设
“医务区”“卫生区”“指挥所”“物资存放室”
“厨房区”。

“我们希望通过每天耳濡目染，让示范
社区内的群众时刻存有防灾减灾意识，防
范于未然。”琼海市嘉积镇政府分管民政工
作的陈梅说。

此外，针对我省自然灾害多发频发，防
灾减灾救灾任务繁重，县级民政部门承担
了查灾核灾、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组织调运
和发放救灾物资等灾害应急工作具体任
务，而不少基层民政部门救灾装备建设却
较为滞后的现实，我省民政部门首次配发
6辆民政救灾应急专用车，供给定安、澄
迈、临高、乐东、白沙、琼中等市县民政局使
用。这6辆民政救灾应急专用车的车辆标
识和车载装置均由民政部统一规范，车辆
标识包括颜色和文字，车辆为白色，车身两
侧用反光材料统一喷涂“民政救灾”标识，
车内装置包括北斗导航定位车载终端、行
车记录仪、逆变电源、外接电源系统以及应
急通讯装置等，能满足救灾需要。

巩固突发灾害自救网络
完善社区应急救助体系

“一旦发生灾害，确保每一位社区居民
有专人负责。”在文坡社区，防灾减灾指挥
中心内设有辖区居民分布情况表，情况表上
设有负责联络的组长、副组长、成员、相关人
员、志愿者的花名册及文坡社区老弱病残群
体应急转移帮扶登记表。

凤翔社区设有综合减灾工作组织机构，
搭建防灾减灾资源整合共享平台，网络化运
作也很成熟。在去年超强台风“威马逊”来
袭时，社区网络预警巡逻小组发现一建筑工
地塔吊严重倾斜，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立即
将情况上报，拉起警戒线，直到危险源排除。

“城乡社区作为抵御灾害的第一线，其
防灾减灾工作最直接地影响到城乡经济发
展和居民人身、财产安全。”省民政厅厅长
苗建中认为，让公众更加尊重科学，提高防
灾减灾意识和自我保护、自我救助的能力
尤为重要。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

本报保城10月12日电（记者易建阳 通讯
员潘达强 曹传佳）昨日，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
的，来自各省市的“全国劳动模范休养团”百余人，
分别走进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槟榔谷黎苗文化旅
游区和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参观游览，实地感
受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同时亲近大自然，感受海
南生态游的魅力。

初秋的海南清凉怡人。在槟榔谷非遗村，热
情的黎族村民夹道欢迎全国劳模的到来。劳模们
走进古老的船型屋，和黎族阿婆亲切交谈，了解海
南原住民文化习俗，在黎族阿婆口口相传下，劳模
们竖起大拇指问候：“波隆！”（黎语您好的意思），
大家还拿起针线向阿婆学起了织黎锦。

当天下午两点，全国劳动模范休养团抵达
呀诺达，他们多数着统一的“岛服”，在导游员的
带领下，深入雨林腹地，呼吸新鲜空气，感受鸟
语花香。

“这次走进呀诺达，虽然才短短的两个小时，
但足够让人感觉到呀诺达优质的服务和独特的企
业文化，特别是在每天游客量这么多的情况下，能
对生态环境保护得这么完整，真的难得。”来自大
连的劳模韩辉说。

本报万城10月12日电（记者许春媚）2015
年“艇生活·艇快乐”游艇节目主播选拔大赛决赛
11日在万宁石梅湾艾美酒店进行。8名选手经过
3轮比赛的激烈角逐，最终，来自北方民族大学的
大四学生陈薇阳获得冠军，荣获4999元奖金和
20000元创业基金。获奖选手将签约成为《艇生
活》节目主播。

2015年“艇生活·艇快乐”游艇节目主播选拔
大赛由海南省邮轮游艇协会、海南省海洋环保协
会、海南省创意文化行业协会主办，海口麦迪逊文
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网、海南高校圈承
办，华润石梅湾国际游艇会赞助。大赛于9月初
启动，共有上百名选手报名参加。

《艇生活》是中国首档移动客户端游艇视频节
目，本次比赛旨在为《艇生活》节目选拔节目主播，
同时也是为爱好游艇生活方式、有志于从事播音
主持工作的在校大学生和从业人员提供一个拓展
素质、锻炼自我、提升能力的综合展示平台。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许春媚）由海
南省总工会、海南省海防与口岸办公室、海南海事
局联合主办的“中国梦·劳动美”首届海南游艇技
能大赛今天在海口新埠岛国际游艇会正式开幕。

本次比赛设置有团体赛和个人赛，团体赛为
游艇俱乐部安全技能大赛，重点考核游艇俱乐部
日常安全管理、游艇开航前安全检查、游艇应急演
习等内容；个人赛为游艇驾驶员技能大赛，考核采
取理论加实际操作的方式。

三亚鸿洲国际游艇会、三亚半山半岛国际游
艇会、新埠岛国际游艇会等8家来自全省的游艇
俱乐部选拔和推荐了33名游艇驾驶员参加比赛，
他们将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展开激烈角逐，最
终决出团体赛一二三等奖3家，个人赛第一名1
名，第二名2名，第三名3名。

关注海口“双创” 首届海南游艇技能大赛
海口开赛

2015年“艇生活·艇快乐”
游艇节目主播选拔大赛落幕

全国劳模休养团走进保亭
体验黎苗文化和热带雨林

创建社区防灾减灾网 为群众安全保驾护航

我省将再创12个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 （记者单
憬岗 许春媚）11日下午召开的海口
市“双创”工作领导小组第9次全体会
议透露，为做好“双创”法律服务工
作，引导和调动全市法律服务工作者
积极参与创建工作，海口将设立律师
服务团、法治宣传服务团、法律援助
服务团和调解服务团，为各单位“双
创”工作提供优质、高效、专业法律
服务。

此次海口“双创”指挥部将成立律
师服务团、法治宣传服务团、法律援助
服务团和调解服务团，旨在围绕“双创”
工作总目标为整合全市法律服务资源，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法律服务活
动，运用法治方式和法律手段破解征地
拆迁、占道经营、项目建设等方面难题，
预防和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为“双创”工
作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和营造公
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其中，律师服务团主要负责为各单
位“双创”工作的重大决策和部署提供
法律咨询意见或法律论证；同时，协助
各单位依法依规处置“双创”工作中的
涉法涉诉问题；另外，动员和招募具有
良好执业素质、热心公益的执业律师组
建律师资源服务队，参与“双创”工作，
协助各单位开展法制宣传、法律援助、
以案释法宣讲、矛盾纠纷调处等社会公
益法律服务活动。

法治宣传服务团主要负责深入开
展全民普法教育工作。同时，扎实开
展“双创我参与，学法我受益——做文
明守法好市民”主题法治宣传教育活
动。另外，推进全市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建设。

法律援助服务团主要在海口市法
律援助中心和四个区法律援助中心设
立“双创”法律援助专门服务窗口，组织
办理“双创”工作中涉及的法律援助案

件，依法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同时协
助“双创”各成员单位，对符合法律援助
的案件，做出合理合法和可操作性的法
律援助方案。

调解服务团主要是协助各单位，依
法依规调处“双创”工作涉及的社会热
点难点、积案、难案和重大涉法涉诉案
件，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纠纷。另外，
还将组织律师通过媒体进行法律宣讲，
向市民普及法律知识。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曾丽芹）“你丢下一张废
纸，他吐出一串脏字，文明少年感到羞
耻……”一段青春洋溢的快闪街舞表
演，引来台下阵阵掌声。昨天上午，在
2015年琼山区“双创·百场快闪进小
区”志愿服务入户宣传大会战启动仪式
上，一群来自海南师范大学的志愿者献
上特意编排的“文明礼仪”快闪舞蹈。

据了解，从2014年底至今，这支
快闪宣传第一分队已在海口等地开展
了数十场这样的快闪表演。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单
憬岗 许春媚）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双
创”工作指挥部获悉，针对“双创”工作
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海口市加大督查考
核力度，强力助推“双创”工作，截至目
前全市共问责51人。

据悉，两个月来，海口市“双创”指
挥部共下发督办通知216件1562宗，
截至9月30日已反馈1392宗，反馈率
89%；共下发针对建筑工地、农贸市场、

卫生环境、绿化带问题等20期专项督
查通报，对督查中发现的难点问题，海
口市委组织部负责人约谈了市住建局、
商务局、环卫局、园林局等相关部门的
主要负责人，要求制定方案加大整改力
度。通过日常督办、专项督查、领导约
谈等强力督导方式，既推动了“双创”工
作，也促进了干部作风转变，全市干部
带头干、拼命干的形象，成为海口市“双
创”的突出亮点，“推、等、靠、要、慵、怠”

的现象大为减少。
同时，加大奖惩问责力度，自对海

口旅游文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开
出“双创”第一张罚单以来，到目前为止
全市共问责51人。

截至9月30日，海口“双创”工作
共处理防违控违2220宗，共计45.42
万平方米，拆除违法建筑1706宗，共计
124.5万平方米；检查废品资源回收站
共1071家次，下整改通知456家，拆除

304家，发限期搬迁通知122家。在整
治交通秩序方面，共查扣“三车”1049
辆，涉及无证驾驶行政拘留20人；整治
电动车辆16162台次，教育放行违规电
动车315988辆，查扣违法电动车5878
辆，处罚违法电动车20408辆；整治泥
头车933台次，教育放行违规泥头车
1876辆，查扣违法运输泥头车425辆，
立案处罚违法泥头车307辆，立案处罚
相关工地39个。

依法处置“双创”工作中的涉法涉诉问题

海口将设律师服务团服务“双创”

海师学生宣传“双创”
“快闪”进社区

海口“双创”考核问责力度加大

两个月共51人被问责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通讯员 邓积钊

“3个棚一个月可以赚一万块钱吧，
现在刚刚起步。”今天上午，在屯昌乌石
坡村，一处橡胶密林下的秀珍菇种植基
地里，“80后”退伍军人张英给记者算了
一笔经济账。

在他身边的蓝色培植大棚里，整齐
摆放着精心种植的蘑菇包，每个包的两
侧都有白色秀珍菇正极力钻出蘑菇包。

在操作间里，10多名工人正在争分
夺秒地装置蘑菇包。

就是这些在培植大棚里的秀珍菇，
给张英带来了致富的希望。

1981 年出生的张英已经当兵 16
年，去年12月份，他退伍后回到家乡屯
昌县乌坡镇乌石坡村，准备创业致富，
并带动父老乡亲一起致富。

在养菇技术人员的建议下，张英和妻
子陈华开始准备种植台湾秀珍菇。拿着
退伍安置费和借来的一笔钱，张英投资近
30万元，建设含操作间、消毒室、育种室

在内的300多平方米的厂房和3个种植
秀珍菇的大棚。今年5月份，厂房建设完
毕，6月开始投产。随后，张英成立了三
丰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吸纳社员5人。

据了解，一个60平方米的大棚可
以种植秀珍菇2000包，每个包从装木
料到放种，进培植大棚，成本约8元，种
植25天便可以开始采摘，采摘完再循
环生长，每个包可以采摘4个月，从开
始采摘到采摘全部结束，一个包可以生
长秀珍菇约3.2斤。

由于成熟之后的秀珍菇每4个小
时要采摘一次，张英和陈华夫妻二人只
能轮班休息，不停地进行采摘。

自主育种、消毒、种植、采摘，一套
工序下来，张英和陈华总是忙碌无比，
但二人却始终乐呵呵的，因为“大棚里
冒出的蘑菇朵都是钱啊。”

“这些是完全不愁销路的，现在基
本销往屯昌县内，一般走批发路径，算
下来是7元一斤卖出去。”陈华说。

经过装包、杀菌消毒、育种、进棚，一

个大棚的秀珍菇种植往往需要15天，尤
其是装包的过程，更是要争分夺秒。人
手不够，张英和陈华便开始招聘村里的
村民来做工。

陈华介绍道，每个工人每小时可以
拿到10元的工资，每天做10个小时，每
月平均可以做6天，每月可以赚600元
的零花钱。

“闲暇不做农活时我们就可以来做
工，工钱都是当天就结算的。”正在做工
的村民黄秀兰高兴地对记者说。

“很多村民跃跃欲试，想尝试种植
秀珍菇，但是怕有风险，如果政府能够
给予扶持，估计很多村民都会开始种植
了。目前村民们觉得打个零工也很不
错，不影响农活，也能赚点零花钱。”乌
石坡村党支部书记林志文说。

据张英介绍，他们正在扩展种植大
棚，目前已扩展到5个，他准备在一个月
内将大棚扩展到10个，并将吸纳村里
的贫困户一起进行秀珍蘑菇大棚种
植。 （本报屯城10月12日电）

10月12日，海口市海瑞墓东侧的海瑞池、游客服务中心等建设项目正在进
行基础施工。

上月开工的海瑞墓扩建工程，将在原址东西两侧增建游客服务中心、海瑞史
迹展览馆并配备多媒体演播等设施，投资约7000万元，预计明年9月完工。扩
建后的海瑞墓园区面积将由现在的15亩增加至76亩，将建成为4A级旅游景区，
并成为当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80后”退伍军人张英成立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带动乡亲致富

“大棚里冒出的蘑菇朵都是钱啊”

海瑞墓开始扩建 将建为4A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