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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以上调整水价未含代收的0.02元/吨政府价格调节基金。

工业用水

从2.4元

调整为2.42元

其他用水

从3.2元

调整为3.22元
从10元调整为10.02元

特种行业用水

从1.77元调整为1.79元

合表居民生活用水

从1.00元调整为1.02元

低收入困难家庭生活用水

（单位：立方米）

本报万城10月 12日电 （记者赵
优 特约记者陈循静 通讯员黄良策）今
天上午，万宁中学举行特困生捐助仪
式，现场共捐助29292元。其中，学生
捐助 16199.4 元，教职工捐助 13092.6
元，这些爱心捐款将用于资助该校特困
生。今年，已经是万宁中学捐助特困生
的第15个年头。

据了解，万宁中学特困生基金会自
2001年成立以来，通过每月第一周星期
一的爱心集体行动日，已经资助700多
名学生。目前，该校获得资助的64名特
困生每月可获得100元资助。该校相关
负责人表示，通过爱心捐助活动，消除了
特困生因家庭困难而被迫辍学的心理负
担。同时，逐步培养起广大师生的团队
精神和集体主义意识，建设学校优良的
人文环境。

15年捐助700多学生

万宁中学举行
特困生捐助仪式

10月12日，万宁中学的师生们为特困生开展捐款活动。 本报记者 王凯 通讯员 杨师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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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孙
慧）海口市物价局今天向记者透露，海
口市城市供水价格与水资源费将实行
价格联动调整，价格调整从11月1日
起执行。

此次水价与水资源费实行联动调
整，海口市终端供水价格与全省水资源
费实行价格联动，每立方米增加0.02
元。抄表到户居民生活用水终端价格
调整如下：第一阶梯（每户每月用水量
22吨及以下）价格从1.75元/立方米调
整为1.77元/立方米；第二阶梯（每户每
月用水量23-33吨之间）价格从2.63
元/立方米调整为2.65元/立方米；第三
阶梯（每户每月用水量34吨及以上）从
5.25元/立方米调整为5.27元/立方米。

非居民生活用水中，工业用水从
2.4元/立方米调整为2.42元/立方米，

其他用水从3.2元/立方米调整为3.22
元/立方米。特种行业用水从10元/立
方米调整为10.02元/立方米；合表居
民生活用水从1.77元/立方米调整为
1.79元/立方米，低收入困难家庭生活
用水从1.00元调整为1.02元/立方米。

此次调整方案是根据省物价局、省
财政厅、省水务厅三部门联合下发的
《关于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
精神和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海口市自来水价格
调整方案》关于“建立水资源税、费价格
调整联动机制”的规定，经市政府同意，
海口市城市供水价格与水资源费实行
价格联动调整。以上调整水价未含代
收的0.02元/吨政府价格调节基金，本
次水价联动调整不含地下水资源税，调
整方案将从11月1日起执行。

与水资源费实行价格联动调整

海口下月起水价每立方米涨0.02元
再下两天雨
15日起气温回升

本报海口10月 12日讯 （记者刘
贡）省气象台预计，强降水天气将维持
至14日，15日起天气明显好转。

受冷空气和偏东气流共同影响，降
雨天气持续。

13日
本岛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有大到

暴雨、局地大暴雨，西部和南部地区有
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最高气温五指山
以北地区 22～24℃，五指山以南地区
26～29℃，最低气温全岛19～23℃。

14日
降水有所减弱，东部、中部和南部

地区有中雨，北部和西部地区多云有小
阵雨。

15日～18日
全岛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回升，

全岛最高气温29～32℃。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陈怡）
记者今天从省地税局获悉，金税三期工
程个人税收管理系统社保子应用原定于
2015年10月10日8：00起正式上线，但
由于系统原因，个人税收管理系统社保
子应用将推迟至2015年10月13日8：
00正式上线，这意味着全省各级地税征
收机关即时起恢复办理各类缴费业务。

同时，地税系统恢复所有网上缴费
业务系统，市民缴费可以在2015年10
月13日之后到各级地税征收机关办理
社会保险费缴费。

社保缴费服务
今日恢复正常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邵长
春）对于全省广大单身职工来说，办理公
积金提取、贷款等相关业务时，已无需再
到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开具单身证明，只
需本人面签一份单身声明即可，这是记者
今天从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了解到的。

在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大厅，
记者看到，前来办理相关公积金业务的人
员围住了咨询台，工作人员不时将一张
《个人婚姻状况声明函》递给有需要的职
工。据悉，日前民政部下发通知，要求不
再向任何部门和个人出具（无）婚姻登记
记录证明，我省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也及
时调整政策，取消了开具单身证明的程序。

据了解，为确保住房公积金资金安全
和规范使用，防范骗取骗贷行为的发生，
我省单身未婚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相关
业务时，只需本人面签一份单身声明即可。

办理公积金业务
不再需要单身证明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林林）记者今天从海口市秀英
区法院获悉，一名“老赖”被该院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黑名单后，近日主动还款，成功
执结“骨头案”，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案件起因追溯至2013年，申请执
行人某制药（海南）有限公司与被执行
人四川某药业有限公司因买卖合同发
生纠纷，申请执行人追讨货款无果向法
院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申请执行
人与被执行人达成调解协议，被执行人

向申请执行人偿付货款141.25万元，违
约金20万元。

调解协议生效后，被执行人仅向申
请执行人支付了20万元，便不再履行
调解协议。2014年9月11日，申请执
行人向秀英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
执行过程中，秀英区法院依法向被执行
人发出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由
于被执行人是外省企业，对秀英区法院
发出的法律文书不予理会。

承办法官为此先后两次飞赴四川

查控被执行人的相关财产，最终通过海
南省新开通的网络银行查控系统发现
了被执行人在四川成都某银行中存有
大笔存款，但其拒不主动履行还款义
务，也不履行申报财产义务。

为促使被执行人尽快偿还欠款，承
担法官于2015年9月3日以违反报告
财产制度，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为由，将被执行人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后，银行因其失信行为

要求其尽快偿还贷款。
被执行人连续多天电话联系承办

法官，表明愿意立即偿还所欠的142万
元货款，请求法官将其从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上除名。近日，被执行人将拖欠的
142万元货款一次性全部汇入了秀英
区法院的银行账户。

目前，在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的震慑
下，秀英区法院成功执结多宗“骨头案”。
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进一步压缩了“老赖”
的生存空间，捍卫了社会诚信和公平正义。

秀英区法院执结多宗“骨头案”

被列失信黑名单“老赖”忙还钱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 （记者洪
宝光）海口市国兴美食城突然停业，让
近60名员工集体失业，员工向美食城
老板索要经济补偿金无门，不得不求助
媒体和劳动监察部门。目前，琼山劳动
监察部门已介入调查，他们能如愿拿到
经济补偿金吗？

美食城突然关停
近60名员工集体失业

下午，记者接到国兴美食城员工魏
某的电话，反映该美食城突然关停，让
在美食城工作的近60名员工集体失
业，老板除了拖欠10多天的工资外，也
不发放经济补偿金，使他们无生活来
源，希望有关部门能帮忙协调解决。

当记者赶到美食城时，在一间办公

室里，4名员工正与美食城负责人商讨
补偿金事宜。在门口还有10多名员工
正在等待消息。

据美食城员工魏女士介绍，2009
年她就到美食城工作，多年来美食城生
意还不错，只是最近生意比较冷清，经
营出现了问题。前几天就接到通知说
美食城要关停，后来老板又说可以营业
到年底，员工正安心工作时，突然停业，
她也跟着失业了。

“关闭美食城是被迫的。”据美食城
一名林姓负责人说，原因有两个，一是
用地问题，国兴美食城所在地不是自己
的，而是其他单位的土地，今年5月就
接到土地收回的通知，经过协商才延长
使用至今。10月初，美食城又接到通
知，明确土地要在本月收回，不得已关
停。此外，客源少也是关停原因之一。

索要经济补偿金未果
求助劳动监察部门

采访中，一名员工表示，美食城关
停后，还没有支付他们10多天的工资，
也没有发放经济补偿金。还有个别员
工反映，除了没有发放工资，美食城也
没有给他们购买五项保险。多次协商
不下来，他们只好求助劳动监察部门。

10月12日下午，海口市琼山区劳
动保障监察大队及时到现场调解。据
该大队有关负责人介绍，员工反映的问
题还要进一步核实。

美食城林姓负责人表示，并未拖欠
员工工资，只是员工没有去领取，对于员
工反映的补偿金和社保等问题，他们会配
合劳动监察部门，按照该部门要求去做。

国兴美食城关停 员工索要经济补偿金
劳动监察部门介入调查

相 关 链 接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 经济补
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
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
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
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
工资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
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
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
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
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
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
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
均工资。

本报海口10月 12日讯 （记者洪
宝光）今年，我省将为100名贫困听障
儿童免费植入人工耳蜗，今后他或者
她能发声了。这是记者今天从省残联
获悉的。

“糖……果。”日前，记者见到仪涛
时，他正在学习发音。今年11岁的他顺
利植入了人工耳蜗，康复不错，已开始学

习发音。仪涛在一岁半时被检查出先天
性神经性耳聋，随后尽管佩戴了助听器，
但效果并不明显。

“之前也想装个人工耳蜗，但10多
万元的移植手术费对我们来说根本就是
奢望。”仪涛的妈妈孙彩霞说。转机出现
在今年6月，一次偶然的机会孙彩霞了
解到可以免费植入人工耳蜗，便立即向

省残联提交了救助申请。经过筛查，仪
涛获得了免费人工耳蜗植入的机会，一
家人也看到了仪涛重获听力的希望。

7月30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
院海南分院的手术中心，专家为仪涛进
行的人工耳蜗手术十分成功。

孙彩霞告诉记者，术后仪涛情况良
好，他们在生活中也利用日常情景对仪

涛进行听觉语言训练。如今，仪涛已经
可以大胆发声。

据了解，人工耳蜗植入是对重度或
极重度听力残疾儿童进行的听力重建手
术。“手术后还需要到康复指导中心进行
康复训练，这样孩子基本上都能说话。”
海南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负责人说，
2009年以来，我省已经为近100名重度

或极重度听力残疾的儿童进行了听力重
建手术。

省残联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我省
将为100名儿童进行听力重建手术，这
笔资金主要来自国家“七彩梦行动计
划”、省财政以及海南省残疾人基金会等
方面的支持，只要是海南户籍的听障儿
童都可以申请。

今年我省将为100名贫困听障儿童免费植入人工耳蜗

爱心让更多孩子走出无声世界

本报石碌10月12日电（记者张靖超 通讯
员陈雯）为确保辖区内人民群众食品安全，昌江黎
族自治县食药监局日前对该县农贸市场及餐饮店
进行了突击检查，并查获一批过期食品。

检查中，执法人员在乌烈镇一家餐馆厨房发
现过期的番茄沙司和先比鲜沙司，随后在该餐馆
的仓库内发现一批超保质期的五香南乳。执法人
员当即扣押超保质期的番茄沙司 3 瓶（320g/
瓶）、先比鲜沙司4瓶（397g/瓶）及五香南乳17瓶
（320g/瓶），并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同时做好现
场检查及调查笔录。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昌江查获
一批过期食品

本报万城10月12日电（记者赵优）记者日
前从万宁市山根镇获悉，山根镇纪委发出通报，对
在防御台风“彩虹”工作中无故脱岗的4名村干部
进行通报批评。

据悉，10月3日，万宁山根镇委、镇政府召开紧
急会议部署防御台风工作，要求镇、村干部全部取
消国庆休假，做好值班和防风工作。随后经山根镇
委督查组检查发现，该镇横山村委会委员倪兴标、
扶提村党支部委员吴传琼、华明村委会委员翁时华
和立岭村“两委”委员李美容等4人未按规定到岗值
班，其中横山村委会委员倪兴标在未经请假的情况
下，擅自离岗去向不明，造成不良影响。对此，山根
镇委决定，对上述4名村干部进行通报批评。

防风工作中无故缺岗

万宁4名村干部
被通报批评

本报那大10月12日电（记者徐一豪 特约
记者谢振安 通讯员廖伟生）10月9日晚，儋州市
公安局组织警力打掉一个以虚假中奖信息实施诈
骗的电信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收缴手
机10部、银行卡15张、笔记本电脑1台、小轿车2
辆，成功破获一起公安部督办电信诈骗案。

据悉，今年8月中旬，新疆乌鲁木齐市民、80
多岁的童某华被一条虚假中奖信息诈骗3.2万
元。案发后，老人写信向公安部反映，引起公安部
高度重视。案件交由我省公安机关办理后，省公
安厅有关业务部门指导儋州警方成立专案组开展
缜密侦查。

经过大量艰苦细致工作，10月9日晚21时
许，儋州市公安局组织数十名警力，抓获嫌疑人员
8名。经审查，该涉案团伙成员有4名，分别为刘
某峰、符某培、钟某波、钟某堂，均系儋州市南丰镇
人。刘某峰等4名犯罪嫌疑人对利用“中国好声
音”虚假中奖信息诈骗被害人童某华3.2万元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深挖中。

儋州警方破获
一起部督电信诈骗案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张谯星 易建
阳 通讯员陈育）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五
指山市近日出台《五指山市预防和治理机关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吃空饷”管理工作制度》，进一步加
强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监督和管理。

据了解，该制度规定，对出现6种情形的人员
进行问责。机关事业单位挂名，未实际到岗上班
半年，领取工资、津贴补贴的；因旷工或因公外出、
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等原因，与单位终
止人事关系，仍在原单位领取工资、津贴补贴的；
已办理离退休手续，仍按在职人员领取工资、津贴
补贴的；已死亡、失踪，仍继续领取工资、津贴补贴
的；受党纪政纪处分及行政、刑事处罚等，按规定
应停发或降低工资待遇，但仍未停发或按原标准
领取工资、津贴补贴的；其他违纪违规领取工资、
津贴补贴等情形发生，有关部门将对负有责任的
单位领导和相关责任人员，追究党政纪责任，涉嫌
违法犯罪，将移交司法机关。

五指山市出招治理
“吃空饷”
6种情形将被问责

本报三亚10月12日电（记者黄媛艳 通讯
员张开忠）今天记者从三亚市商务综合执法支队
获悉，针对成品油市场三亚近期分别开展了安全
生产专项检查和“双打”活动，3家非法加油点因
无证经营被查处。

根据群众举报，三亚市崖州区存在3家非法
加油站点，三亚市商务综合执法支队联合安监部
门深入现场执法检查。这3家非法加油站点均为
无证照经营，其中一家为某企业设在崖州城外的
一工地上，另外一家油罐藏身在一居民楼内，距离
加油机不到2米处有一明火做饭点，第三家设在
密集居民楼旁边一块空地上，油罐裸露地面，安全
隐患严重。联合执法人员当场召集辖区居委会、
业主开会并责令立即整改，根据《成品油管理办
法》及《无证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责令立即停业，限期拆除并撤走加油机、储油
罐等设备。目前，有两家已整改完毕，另外一家正
在整改进行中。

三亚市商务综合执法支队9月起开展油库及
加油站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并联合相关部门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车用燃油专项整治工作，清理“山寨
加油站”和“黑加油站”。

三亚3家
非法加油点被查处

本报海口10月 12日讯 （记者张
婷 通讯员吕书圣）为给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提供良好的消
防安全环境，2015年10月至12月底，
海口市将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消防设
施大排查大整治专项工作。

在专项整治中，消防部门将依法查
处以下6项违法行为：对未按国家工程
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设置、配齐建筑消防
设施的，或者建筑消防设施损坏、不能正
常运行、擅自关停的，依法责令改正；对
建筑消防设施严重损坏，不再具备防火
灭火功能的，依法对危险部位或者场所
予以临时查封；对未按规定实施建筑消
防设施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的，消防控
制室值班操作人员无证上岗的，依法责
令限期改正；对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机构
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的，责令改正并依法
实施行政处罚；对持证上岗的消防控制
室值班操作人员不熟悉消防控制室设备
功能、应急操作程序，不能操作控制设备
的，责令单位立即组织培训并追究责任。

海口将开展
消防设施专项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