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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建新功
共筑中国梦”

■ 见习记者 尤梦瑜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何华

为促进巾帼助力“双创”，倡导文明
有礼社会风尚，11月11日，海南省妇
联、海口市妇联在海口联合举办“文明
城·粉红爱”巾帼助力“双创”论坛，呼吁
广大妇女投身“双创”工作，为美丽椰城
增光添彩。

上午，海口市妇联带领参加论坛活
动的嘉宾和代表参观了海口市龙华区
居仁坊、解放路和琼山区道客路“双创”

示范点，感受“双创”的可喜变化；下午，
多位嘉宾从不同视角解读“双创”工作，
交流“双创”经验，为海口的长远发展建
言献策。

妇女投身“双创”热潮

海口是一座洋溢着热带滨海风光、
海岛都市风情的省会城市——便捷的
水陆空立体交通格局、密集覆盖联通全
球的信息网络、一流的生态环境、人居
环境以及不断完善的投资环境、法治环
境……这座古老的文化名城正在经历
日新月异的变化与发展。

当下，椰城群众期待着一个更加
美好的家园。记者从论坛中了解到，
在省市共建推动海口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的热潮中，省
妇联响应“绿化宝岛大行动”和“双创”
工作号召，积极开展了“姐妹齐行动，
种植幸福林”和“支持海口‘双创’·巾
帼在行动”志愿服务等活动，发动广大
妇女和家庭以实际行动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动支持“双创”、
积极投身“双创”。

截至目前，广大妇女群众发动家庭已
经作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贡献。以为
宝岛添绿为例：农村里，妇女在门前布绿，
在房前屋后、庭院内外植树栽花；城镇里，
妇女又在阳台增绿，在室内室外、前后阳
台栽花种草，营造净化绿化的家居环境和
公共环境。走在干净笔直的大街上，不时
可见妇女沿路植绿，建起“三八”绿化一条
街，争做巾帼绿色文明使者。

倡议巾帼共建美好家园

论坛中，嘉宾们从不同视角深入解
读海口“双创”工作，谈起参与推动“双
创”工作的丰富经验，激情澎湃。

借此机会，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刘锦代表省妇联向广大妇女和家庭发
出“巾帼助力‘双创’，共建美好家园”的
倡议：

倡议姐妹齐行动，传播新风尚；倡
议姐妹齐行动，传承好家风；倡议姐妹
齐行动，种植幸福林；倡议姐妹齐行动，
创造新业绩，做文明城市的推动者，为
海口“双创”工作添砖加瓦，让城市因女
性而更加美丽！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

巾帼助力“双创”论坛发出倡议：

让城市因女性而更加美丽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王玉洁）“凡是
有关部门、单位组织开展的‘支助’活动，我都积极
参与，凡是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事，我都尽心
竭力去做。”省委宣传部离休干部何如伟在今天上
午举办的全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上
热情洋溢地讲道。

今天在海口参加巡回报告会的还有省人大离
退休干部第四党支部代表符爱梅、万宁市和乐镇
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代表符开英、海口市政协退休
干部郑绍儒，他们通过讲述自己的工作和故事展
示老干部的阳光心态，增添社会正能量。来自58
个省直单位及部分市县的300多名离退休干部参
加报告会。

“举办巡讲报告会是为了用老干部身边的人、
身边的事来教育老同志、影响老同志、凝聚老同
志，形成老同志学有榜样、比有标杆，先进典型层
出不穷的局面。”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
长李萍介绍。

据了解，从11月10日至13日，省委老干部
局在海口、三亚、儋州共举行3场全省离退休干部
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

离退休干部先进事迹
巡回报告会昨日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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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八所11月11日电（记者徐一
豪 特约记者高智 通讯员魏小青）“创卫
督查组连续两天在城区督查发现，八所
海事局等单位仍未对责任路段进行整
治，望各路段责任单位按要求组织人员
进行综合整治。”类似的短信，东方市各
党政机关单位负责人每周都能收到。这
是该市启动“问效问责”督查机制，以纪
律保障推动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新
创举。

据悉，东方市2014年获评省级卫生
城市，为贯彻落实全省水污染治理及城
乡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相关会议精
神、巩固创卫成果，该市从今年9月25
日起启动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行动，重点
整治“八乱”，努力改善城镇面貌，提升城
市形象。

据悉，创卫督查组先后数十次对城
市“八乱”、农村垃圾处理等突出问题进
行现场重点督办。对开展工作不力、措
施不得力、整改不到位的单位，通过下发
督查通报、督查短信等“问责”措施，及时
通报给市四套班子领导及全市各单位主
要负责人。

同时，强化考评“问责”，对考评排名
后三位的乡镇和单位，责令向市委、市政
府作书面检讨，排名倒数第一且综合考
评低于70分的，对主要领导进行诫勉谈
话，并责令在市电视台向全市公开检讨。

东方新督查机制
促环境综合整治

本报三亚11月11日电（记者黄媛
艳 通讯员吕佳）央视《朝闻天下》栏目报
道三亚市天涯区海坡村违法建筑存在火
灾隐患，今天上午，该区组织区城管、安
监、旅游等共计300余人以及5部炮机，
持续开展拆违行动，对海坡村南门一栋
14层高违法建筑，西门一栋4层、一栋
15层高违法建筑进行拆除，拆除面积共
计2.2万平方米，同时对村内各类阻挡
消防逃生通道的违法搭建物、广告牌进
行清理。

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旅
游旺季时，海坡村会迎来游客和候鸟等
外来租住人口3万多人。一些投机者看
到里面的巨大商机，铤而走险，建设了大
量的违法建筑。这些违建多以酒店、出
租屋形式存在。据今年3月份的统计显
示，海坡村共有违法建筑118栋，90.3万
平方米。

对这一历史顽疾，天涯区委、区政府
每周都采取拆违行动。自今年4月1日
拆除1.6万平方米海坡村凤凰豪生酒店
后，天涯区连续出击，接连拆除海坡村
2.1万平方米馨雅国际度假酒店、1.4万
平方米万润海景酒店、1.3万平方米富景
酒店、1.8万平方米豪都花园酒店等大型
违建酒店。今年，海坡村没有一起新增
违建。

三亚海坡村2.2万
平方米违建被拆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陈怡）2015年
版第五套人民币100元纸币将于11月12日正式
发行，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今天携17家银
行业金融机构在海口开展发行新版人民币宣传活
动(见下图，本报记者 张茂 摄)。据了解，目前海
南辖区各银行已经完成了清分机、点验钞机、
ATM机等机具设备的升级改造，以确保能够准
确识别新版人民币。

据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海南辖区各家银行已经完成对5330台点
验钞机、3531台自助存取款一体机等设备的升级
改造和效果验证，合格率达100%。同时，海南地
区的各银行网点已对柜台业务人员进行了新版人
民币发行业务培训等工作，确保能够正确识别新
版100元人民币。

本报三亚11月11日电（见习记者
陈雪怡）今天上午，三亚市再次召开新
闻发布会，通报“北京三亚双飞五日游”
案件调查情况，一家购物点虚假宣传被
停业整顿，两家购物点涉商业贿赂，被

分别处以10万元的行政处罚。
针对10月31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

空栏目媒体体验式报道中反映的三亚
旅游市场问题，三亚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立即成立由旅游警察牵头，旅游
委、工商局、消协等部门组成的联合专
案组，自11月1日起连续数日在北京、
张家界、海南等地同步调查取证，核实
问题线索。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现场了解到，三
亚溢美老爸茶文化演艺博览馆因推介
产品存在虚假宣传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56条
之规定，且经营场所不符合《三亚市旅
游购物点经营规范》的要求，工商部门
对其作出责令停业整顿一个月的行政
处罚决定。三亚田独云顶山咖啡馆（个
体户）和三亚田独雨林天堂茶轩（个体

户）存在商业贿赂行为，工商局分别对
其作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并责令其按《三亚市旅游购物点经营规
范》的要求进行整改，责令三亚亚龙湾
热带天堂森林公园对园区的经营者要
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同时，省旅游质监
局也根据《旅行社条例》第 59条之罚
则，对涉案的海南海世界旅行社有限公
司依法吊销业务经营许可证，对涉案导

游依法吊销导游证。
三亚市委负责人表示，三亚正致力

于打造国际化热带滨海旅游精品城市，
对旅游市场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实行严
管重罚，依法打击旅游市场违法经营活
动，严惩违法违规经营者和个人，净化旅
游市场环境，维护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
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打造有序、公平、诚
信、和谐旅游发展环境。

三亚彻查“北京三亚双飞五日游”案

一购物点停业 两购物点各罚10万

本报海口11月 11日讯 （记者洪
宝光 实习生王娟）11月13日（周五），
海南省人力资源市场将举行大型综合
招聘会，届时将有 180 家企业提供
4500个岗位，其中多家单位招聘应届
毕业生。

周五的招聘会，有杭州海康威视数
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金蝶
软件等20多家IT行业企业。其中金蝶
软件招聘营销技术类岗位，招录人数20
名，大多数岗位要求文化程度都在大专
及以上学历（市场营销、计算机、财务等
相关专业）。此外，精功眼镜、中南集团、
大润发、德力西、民生管道、华盛天涯水
泥等30多家名企也将进场招聘，给求职
人员提供更多选择。

本周五有招聘会
4500个岗位等你

本报海口 11月 11 日讯 （记者单憬岗 刘
贡）面对海口重点项目蓬勃推进的良好态势，
农发行海南省分行不断加大对海口重点项目
的支持力度，去年以来已审批通过 65亿元贷
款，正在办贷 160多亿元，超过“十二五”期间
农发行向海口贷款的总和。这是记者从今天
下午举行的海口市与农发行海南省分行座谈
会上获悉的。

据悉，去年以来省农发行已审批通过支持海
口重点项目等各项贷款65亿元，累计发放贷款
13亿元，特别是今年以来该行支持海口市农业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较年初增长60%，包括支
持海口城乡统筹土地储备项目22亿元，南渡江
引水工程项目22亿元，演丰城乡统筹示范镇项
目5亿元等；正在营销对接办贷的重点项目贷款
160多亿元。

省农发行行长黄进强认为，海口是国家“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城市，新一届市委市
政府紧抓历史机遇，扛起省会城市的责任担当，全
面开展“双创”和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活动，大
力推进重点城乡基础公共项目建设，为农发行支
农提供了广阔空间。

农发行大力支持海口重点项目建设

去年以来审批通过
65亿元贷款

本报老城11月11日电（记者侯小
健 通讯员叶坚）脚手架依次拆除，一个
崭新的车站展露姿容。上下叠加的两人
字形坡屋面错落有致，犹如展翅翱翔的
海鸥，银瓦白墙，配以橘红色的立柱装
点，整个车站色彩柔和，外观端庄典雅
……这，就是展现在人们眼前的西环高
铁老城镇车站。经过施工人员日夜奋
战，老城镇站站房内外装修现已完成

95%，计划本月底完工，年底投入运营。
上百名施工人员正紧张忙碌着，有

的铺瓷砖，有的安装玻璃幕墙，有的吊
顶，有的装电梯。现场机声隆隆，一派
繁忙的施工景象……这是记者在该站
施工现场目睹的场景。

“眼下工期紧，我们加大了人力投
入，现场施工工人达100人，工人们正
加班加点往前赶，争取本月底完工。”中

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西环项目部有关
负责人介绍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近1400平方米
候车大厅宽敞明亮，装修大部分已完
工，仍有些收尾工程，工人们正在贴墙
砖，安装玻璃幕墙，大型电子显示屏已
安装完毕。紧挨大厅的旅客服务中心
正在吊顶，售票厅正在安装灯具、吊顶，
厅内安装了4台自动售票机。旅客进
出车站的两部扶梯已安装完毕，工人们
正准备安装直梯。据现场施工负责人
介绍，空调、水电、消防等室内设施设备
已基本安装完毕。

站前广场也是一派繁忙的施工景
象，一部部装载车来往穿梭，挖掘机正
挥舞巨臂紧张施工，填方、道路硬化、景
观绿化工程全面展开。进出车站的道
路已初具雏形。

“现在离西环开通只有一个多月
了，时间很紧，我们得加班加点干，争取
早日完工。”工人林师傅说。为加快站
前广场施工进度，施工单位采取倒排工
期，加班加点方式全力推进工程建设。

老城镇站是西出海口第一站，站房
总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站台面积
7200平方米。

西环高铁老城镇站装修完成九成多
计划本月底完工 年底投入运营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单憬岗 刘贡）
记者今天从海口市重点委获悉，在“四种精神”和

“双创”推动下，截至今年10月，海口已提前2个
多月完成省重点项目年度计划，完成投资量达到
历年省重点项目建设的高位。

在海口椰树门广场人防工程及体育场改造项
目，工人们正在展开底板筏板、立柱，人防基础预
埋和土方开挖。

这个项目将主要建设一栋地上3层体校教学
楼、一栋地上1层体校活动中心，项目总投资3.5
亿元，目前完成投资2.91亿元。

今年下半年以来，海口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项
目服务保障机制，有效化解380多个问题。这推
动了省重点项目建设的快速推进，仅10月海口的
省重点项目就完成投资43.64亿元。

“三季度海口完成投资180亿元，这在往年的
历史上也是高位，较二季度环比增长超70%，效
果比较明显。”海口市重点委主任陈昊旻说，今年
1-10月，海口的省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384.56
亿元，占年度计划117.38%，同比增长26.65%，超
序时进度64.69亿元。

此外，海口观澜湖项目、美安物流项目等55
个项目投资超序时进度；广物商业综合体项目等
25个项目投资基本完成序时进度。

海口提前2个多月完成
省重点项目年度计划

促进就业

打击违建

环境整治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见习记
者李磊）在海口市府城镇珠良村，有
一座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古塔起云
塔。它矗立在南渡江畔历经200余
年风雨，见证了海口珠良村村民先
祖与海盗斗争的历史。可这座已被
列为省文保单位的古塔，如今却陷
入了危险境地：因年久失修，塔身已
经严重倾斜，而资金问题则导致其
修缮工程遥遥无期。

古塔严重破损无人问津

西线高速与南渡江交汇处向西
一公里，便是海口市府城镇珠良村。

记者站在村口一条水泥路旁
向田间远远望去，只见田间矗立着
一座被绿色蔓藤完全覆盖的凸起
物，宛如一棵大树，“树身”已严重
向南倾斜大约30度。一旁的村民
提醒记者：那棵倾斜的“大树”就是
起云塔！

走近这座古塔，记者拨开茂密
的蔓藤，只见这蔓藤下别有洞天：
每层外塔壁上都镶有精美绝伦的
石刻雕像，有蝙蝠、寿桃等，雕像上
居然还能依稀见到斑驳的彩绘。
但塔身却惨不忍睹：三四条裂缝由
外及里，纵贯塔身，缝隙内已有树
木扎根。

在珠良村，一位梁姓村民指着
古塔告诉记者，1990年代前，起云
塔的塔身还基本完好，人们可以进
入塔身登至塔顶。但随后塔身开
始倾斜，并导致塔内楼板坍塌，随
之这座倾斜的古塔就无人问津。
去年地上的蔓藤又爬上了塔身，将
整个塔身完全覆盖。如今随着古
塔倾斜程度愈发严重，台风天气村
民根本不敢靠近塔附近，生怕台风
将塔刮倒。

村民盼修缮多年未如愿

根据塔旁政府部门树立的介绍
牌匾显示：起云塔（又名珠良塔）始
建于清乾隆巳卯年（1759年），此塔
为密檐式塔，全部用火山石砌成，塔
高13米，每层都有瞭望拱门和瞭望
口。因宋明时期此地就有民居，常
有海盗驾船在南渡江沿岸抢劫。登
塔瞭望，方圆十几公里以及附近南
渡江都在视野之中，一旦发现有海
盗船，村民就鸣金示警，海盗见到村
民有所准备，大多不敢登陆。

一直以来，珠良村村民都将其
看做祖先的救命塔，加上传说中该
塔是由出生于珠良村的琼台书院
掌教周继材和进士梁师授等人出
资建造的，村民们对此塔更是有着
不一样的感情。因此，多年来村民
多次向上级反映塔身倾斜的情
况。2011年起云塔被确定为省文
保单位后，村民原本以为塔的修缮
有了希望，可至今也没有见过动工
迹象，甚至连蔓藤也无人清理。

资金问题致修缮无法进行

多年来，珠良村的村民们心中都
有个疑惑：为什么起云塔已经倾斜到
这般程度，而且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却未曾见有关部门对其进行修缮。

海口市文物局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对于起云塔的状况，该局已经到
过现场调查，发现其确实急需修缮。
对此该局专门制定了修复方案，可由
于修复资金还没到位，导致修缮工程
至今无法开工。

海口一清代古塔严重倾斜，修缮工程因资金问题遥遥无期

古塔“病歪歪”长成一棵“树”

古塔斜了，长满了蔓藤，宛若一
棵大树。 见习记者 李磊 摄

海南各银行点验钞机
ATM机等升级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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