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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口“双创”

本报海口11月22日讯（记者单
憬岗 见习记者操文 通讯员邓蓝屿）昨
天上午，天涯社区一条题为《致海口市
委书记孙新阳的一封信》的网帖，引起
海口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针对少数
影响城市秩序和环境卫生的流动摊贩

“丢了旧饭碗”的情况，今天下午召开的
海口市“双创”工作领导小组第13次全
体会议明确，将进一步疏堵结合解决

“双创”困难群众民生问题，采取多项措
施让大家“端上新饭碗”。第一步，海口

将开发首批100个公益性岗位，留出部
分岗位给占道经营人员。

按照“双创”标准要求，海口规范改
进甚至取缔了一些长期形成的影响城
市秩序、环境卫生的旧有习惯。改变这
些习惯，目的不是为了影响民生，却涉
及到困难群体的生计问题。21日凌
晨，网友“冷剑神”在网上发布《致海口
市委书记孙新阳的一封信》，反映了两
项民生问题，一是一位流动摊贩许国盛
生计受影响，二是海秀路施工造成污水

横流、影响交通。省委常委、海口市委
书记孙新阳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公开回
应表示，非常乐意大家对“双创”工作提
出各种观点、看法甚至是质疑，也非常
愿意就此与大家坦诚交流。对于存在
的问题以及给市民带来的不便，海口将
认真研究，拿出最好的措施加以解决。

双创指挥部负责人随即前往现场
调查，主动在秀英区海秀街道海港社区
找到了许国盛，指挥部同秀英区经过研
究，拟采取三项帮扶措施：一是将许国

盛纳入低保户进行扶助；二是港丰市场
改造后给其安排摊位；三是对目前重病
在身的许国盛给予特别资助。同时，海
口将举一反三，按照疏堵结合原则妥善
处理类似问题，真正做到“双创”为民、

“双创”惠民。针对网帖中反映的海秀
中路污水横流、交通受阻问题，双创指
挥部要求施工单位马上采取应急措施，
以最快速度清理路面污水，恢复道路正
常通行。记者了解到，海秀路的问题昨
天起已开始快速解决。

为落实“双创”中民生保障问题，海
口市民政局已对因“双创”专项整治出
现务工困难、家庭生活困难等困难人员
进行摸底调查，将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
给予相应救助。该局将面向“双创”一
线工作单位开发出首批100个公益性
岗位，留出部分岗位给占道经营人员及
其家庭成员。该局已于11月18日在
媒体刊登了岗位征集通告。同时，各区
还发动民营企业向原流动摊贩送岗位，
解决就业问题。

网友犀利建言 海口温暖回应
研究解决困难群众生计问题，开发首批100个公益岗位，失业流动摊贩将被安排新摊位

本报海口11月22日讯（见习记者
徐晗溪）由大众报业集团、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山东省文联、海南省文联、山东
省美协、海南省美协共同主办，山东新
闻书画院承办的“写意海之南——阮江
华山水画全国巡展（济南）”于11月21
日上午在山东新闻美术馆开幕。此次
展览的举办让山东观众领略阮江华独
树一帜的艺术风采的同时，也领略了他

笔下令人神往的海南山水。
开幕当日，众多书画爱好者、书画

界及收藏机构代表共400余人参观了
展览。

海南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
民风民俗在阮江华的笔下得到了淋漓
尽致的呈现。他对画面的妙思经营，把
海南地理、人文的元素凝练到最大化。
阮江华笔下的海南山水，山色之苍黛幽

微，山气之清凉袭人，山意之静谧悠远，
自然界的无边风月，酿就一种可以栖息
精神的理想世界。除了椰风海韵、阳光
沙滩、热带雨林……更有内在的人文地
理因素对于他的艺术的深层次影响。
阮江华每走一地，都强调以发现美的眼
睛作为“照相机”，而非仅为写生而摄
影，山水的剪影和记忆，应该属于心灵，
然后才是诉诸笔墨。画家不能仅仅为

画而画，也不仅仅是展现越来越娴熟的
技术手段，而应在绘画中融入深厚的人
文关怀思想。

到场的嘉宾和观众透过浩瀚的大
海、雄伟的五指山、秀美的黎村苗寨、质
朴的海上渔民，重新发现了海南之美、
艺术之美。此展的举办也将对促进海
南山东两省的文化交流产生积极的推
动作用。

笔墨中流淌海南韵致

“写意海之南”阮江华山水画全国巡展

本报海口11月22日讯（记者单
憬岗 李佳飞 通讯员邓蓝屿）今晚，海
口市电视问政直播节目《亮见》再度出
击，剑指海口市的“省市重点项目”中存
在的不按期完工等问题，这是《亮见》特
别策划“双创六问”之第三问。

本次问政主要关注省市重点项目
和为民办实事项目的完成情况，重点曝
光了海甸岛西溪里项目进度受阻、椰树
门广场改造项目工期延期、海口市16
条无路灯道路亮灯工程落实情况不彻
底以及龙泉镇敬老院项目两年未完工
等问题，并就其中存在的问题代表市民
发出疑问。

省重点项目海甸岛西溪里项目因
配套的市政道路迟迟未验收移交，导致
原本需要8个月的工期用了2年8个

月，原本应于2012年4月竣工的市政
道路项目，最后拖到2015年11月才竣
工验收，其中仅拆迁一个大排档就花了
9个月的时间。城建集团董事长麦卫
斌接受问政时承认协调能力不足，导致
竣工时间延后。他表示，日后会将验收
环节纳入合同管理，创新管理模式。

椰树门广场是市民们关心的省市
重点项目，总投资3.5亿元，项目工期3
年，项目完工后将建成大型停车场以及

市民休闲体育场。但如今三年工期已
过，项目仅完成了一半的进度，工程依
然进度缓慢，周边道路拥堵、环境杂乱，
对居民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专家认为，
椰树门项目的延期与政府的规范性文
件的管理缺失有关。“椰树门延期问题”
暴露出很多政府部门在管理规范性文
件时存在漏洞。海口市民防局长张伟
斌表示，近六成的不满意率说明民防局
的工作存在很多不足，该局将进行深刻

反思，以此为契机，狠抓建设，坚决贯彻
“三严三实”、“四种精神”。

根据听众和观众的投诉，现场还播
放了记者拍摄的《路灯工程部分路段咋
成了摆设？》《一堵围墙建两年，必保项目
这样保？》等四个短片，主持人延续一贯
尖锐和犀利的风格，就西溪里项目因市
政道路迟迟未验收移交进度受阻，《海口
市公共用地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暂行
办法》失效导致椰树门广场改造项目工

期延期，海口市16条无路灯道路亮灯工
程落实情况不彻底，以及市政府投资计
划必保项目之一的龙泉镇敬老院项目两
年未完工入住而各部门相互推诿等问
题，毫不留情地连珠发问，问得业主单位
和责任部门负责人脸红心跳。

对节目反映出的各相关部门工作
中存在的态度作风等问题，海口市政
局、城建集团等各相关责任部门负责人
纷纷表态将抓紧整改落实。

“亮见”问政海口的省市重点项目不按期完工等问题

拆迁一个大排档竟然花了9个月!

11月 22日，琼海街道积水
严重，一名司机丢下抛锚的汽车，
从车中撤离，并拨打求救电话。

21日晚至22日早晨，我省
琼海、琼中、万宁等市县出现暴
雨天气，部分路段积水严重。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爱车
对不住
我先走一步

本报海口11月22日讯（记者张婷 通讯员冯
丽文）今天上午9时，记者从美兰机场警方获悉，为
进一步规范美兰机场高架桥出发层离港平台道路
交通秩序，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有序，美兰机场警方
将于近期启动最新交通管理措施——高架桥限时
7分钟通行，并禁止车辆驶入出发层离港平台通道
接站。

自2015年12月1日起，美兰机场离港平台通
道将实施两项新的交通管制措施：一是机动车在出
发层离港平台通道上经行时间不得超过7分钟；二
是出发层离港平台通道禁止驶入接人。驾驶员若违
反以上规定将被处以扣3分、罚款100元的处罚。

美兰机场交警大队教导员黄海鹏介绍：“高架
桥出发层离港平台全长600米，上桥处、下桥处都
会设立自动拍照设备，会自动筛选出超过7分钟
的机动车进行违章处罚。当然，如果是由于拥堵
或者发生交通事故等导致的超时的情况，会酌情
免于处罚。”

美兰机场高架桥
交通管制出新规
机动车通行时间不得超过7分钟

本报海口11月22日讯（记者刘贡）今天上午，
中国书画院海南分院在海南省博物馆举行成立揭牌
仪式，海南书画艺术界再添新军。

中国书画院注册成立于2005年，为文化部直
属，目前下设分院和写生创作基地20个，是集美术
创作、研究、教育、收藏、鉴定、普及和交流于一体
的国家公益型事业单位。据介绍，中国书画院海
南分院的成立将为海南的书画工作者及爱好者提
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及全方位的发展支持，培养扶
植书画艺术之后起之秀，组织文化艺术交流和名
家书画作品展览活动。

今天，海南省诗书画家协会副会长陈超被聘为
中国书画院海南分院院长。

中国书画院海南分院成立

本报海口11月22日讯（见习记者计思佳）每
到夏季，各路“气势汹汹”的台风都会直奔海南而来，
期间建筑倒塌、作物受损，不胜枚举。台风期间，被
路边树枝砸伤该由谁负责？近日，海南省琼海市人
民法院判决了一起台风期间因林木折断致人高位截
瘫引发的民事案件。

2013年6月22日7时12分，琼海市气象台发
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未来24小时琼海市将受热带
风暴“贝碧嘉”的影响，请各有关单位和个人做好防
范工作。当天上午9时40分左右，48岁的何女士出
门办事，经过琼海南门市场街道庶园居委会某商店
门口时，突然被空中掉下的折断树枝砸中。

经医院鉴定，何女士胸椎、腰椎多处骨折，并压
迫神经导致高位截瘫。手术和护理期间医疗费用总
共为13.4万余元。

何女士认为自己被树枝砸伤，是因为琼海市城
市管理局没有对树枝进行正常护理，而且自己家庭
条件一般，希望该局能够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承担
各项医疗费用。遂将琼海市城市管理局起诉至琼海
市人民法院，要求该局承担她由于此次事故所支付
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费用共计19.4万余元
以及伤残补偿金。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在气象台发布台风预警信
号两个多小时后受伤，处于台风影响期间。台风属
于不可抗力，原告受伤是属于不可抗力造成的。同
时，琼海市城市管理局在台风季节有加强对绿化林
木的养护，履行了管理职责。可见，该局在本次事故
中并没有过错，可不承担侵权责任。但被告作为政
府城市管理机关，于其管理范围内发生的群众伤亡
事故理应承担救济援助义务，被告可补偿原告一定
的经济损失。

近日，琼海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判决被告琼
海市城市管理局补偿原告何女士经济损失人民币
5万元。

台风中被树枝砸中致瘫
琼海女子起诉城管局

本报椰林11月22日电（记者程范
淦 通讯员黄艳艳）“管道接通，顺利供水
了，终于松了一口气！”今天下午3时，陵
水黎族自治县水务局长黄聪长长叹了一
口气。经过20个小时昼夜奋战，爆裂处
水管终于修好，水厂也得以恢复供水。

昨晚7时许，陵水县水务局一名水
管员在陵河边上巡逻时发现，椰林大桥
不远处的河道中有水柱不断往河面上涌
冒，他立即意识到可能是河道中的供水
管道破裂了，于是，马上向水务局汇报。

“过河处水管是水厂主要供水管，发
生破裂，会有泥沙渗进水管，将会影响到
县城5万多居民的正常用水。”水务局领
导集体研判后马上向县委县政府汇报。

陵水县委书记麦正华立即指示成
立临时指挥部，制定“陵水县过河管道
抢修预案”并马上投入施工。

经过20个小时的奋战，今天下午3
时，水管修复完成，水厂得以供水。

水管爆裂影响县城5万多居民

20个小时不停抢修
陵水县城恢复供水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的统一部署，我省开展报刊发行秩
序专项整治活动，从即日起，受理
报刊搭车摊派、违规发行的案件线
索举报。我们郑重承诺：严守保密
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定期
通报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
行政执法总队）

65373395（省文体厅报刊处）
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2015年11月20日

公 告

法院
系不可抗力，城管局无过错，
但应酌情补偿原告损失5万元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510HN0106

受委托，按现状分别公开整体招租：1、海口市滨海大道水产码头
22间铺面及第二层7间房屋；2、水产码头第二层5间房屋；3、林业大
厦第七层北侧房屋；4、林业大厦第八层北侧房屋；5、林业大厦第八层
南侧房屋，详见下表：

1、本项目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资
格后即可进行自由报价，每个标的铺面限时报价开始时间详见交易
所网站公告。

2、第1、2两个标的原承租方(指原与业主签订租赁合同方)在同等
报价下享有优先承租权，该优先承租权的行使方法为：原承租方应办
理报名手续、缴纳保证金，取得竞租资格并参与竞价，在竞价过程中
同等报价下行使优先承租权，否则视为放弃该权利。

3、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第1、2号两个标的以后每年租金在
上一年租金基础上递增6%，租赁期限为5年。3、4、5号标的以后每
年租金在上一年租金基础上递增3%，租赁期限为7年。

4、公告期：2015年11月23日至2015年12月7日。详情请登录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
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海口市国兴大
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38（黄小
姐）、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5年11月23日

编号

1

2

3

4

5

项目名称

水产码头一层22间铺
面及第二层7间房屋
水产码头第二层 5间
房屋
林业大厦第七层北侧
房屋
林业大厦第八层北侧
房屋
林业大厦第八层南侧
房屋

室内面积
（m2）

781.92

89.18

633.95

633.95

275.05

挂牌底价/第一
年租金（万元）

890658

29965

91289

91289

39608

保证金
（万元）

60

6

7

7

5

最小加价
幅度(元)

5000

500

1000

1000

500

海南奕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单位委托，定于2015年 12月7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
厅拍卖以下标的：

1、海口市桂林洋10631.08平方米（约15.95亩）城镇
住宅用地及地上建筑物。该标的交通便利，两面临街。

起拍价（人民币）：1300万元。
※上述标的物以现状净价拍卖，凡涉及到买卖双方税、费均

由买受人自行承担，委托方提供相关过户手续。
※有意者请于 2015年 12月 6日 17时前到本公司了解详情

并办理相关竞买手续，同时交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300万元。
联系电话：36683188 66288079 15607500088
地址：海口市人民大道53号国际大厦北十楼

（第201501期）

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武警海南省总队后勤部
二、项目名称：博鳌营区配电工程
三、建设地点：琼海市博鳌镇
四、工程概况：
新装一台630kVA变电站，概算投资65万元。工期60天。
五、投标人资格要求：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送变电工

程承装、承修五级以上（含五级）资质，并在海南供电局有施工资
质备案；项目经理贰级以上（含贰级）资质。

六、报名时间：2015年11月23日-2015年11月27日
七、报名地点：总队后勤部营房处。报名时请携带相关证

明及业绩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以备查验。
八、联系人：任助理 电话：0898-36733379

武警海南总队后勤部
二0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二届东亚峰会清洁能源论坛上周
末在海口圆满闭幕，10余个国家或国际
机构能源、金融领域官员、专家学者和企
业代表，在主论坛及电力、核电、光伏、智
慧城市等分论坛上进行了深入沟通交流，
分享清洁能源发展的成果和经验，探讨清
洁能源发展的未来。

这不仅是一次极具规模的国际性盛
会，同时也是海口会展业“招会引展”的重
要成果之一，是会展业作为“十三五”规划
中12大产业之一的积极回应，论坛落户
海口，将大大拉动当地消费，会展业的“绿
色引擎”作用不断凸显。

除了东亚峰会清洁能源论坛，2015
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第十一届中国国际
会展文化节、2015中国国际造纸和装备
博览会暨全国纸张订货交易会、中国互联
网投资大会、2015年中国国际创意设计
推广周等一个个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大
型品牌展会今年也纷纷落户海口举办。

“从展会洽谈到开幕仅仅用了短短2个

月的时间，海口市政府以及会展等相关部门
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服务，而且海口良好的自
然环境和办展环境让我们信心十足。”中国
造纸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赵伟说。

海口三面环海，碧水天蓝，充满着迷
人的热带风光，素有“天热氧吧”的美称，年
平均气温23.8摄氏度，是海南国际旅游岛
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
背靠华南腹地，面向东南亚，处于华南经济
圈、北部湾经济圈、东盟经济圈、东南亚经
济圈的交汇处，是中国唯一热带滨海北岸
城市、南中国海国际航运枢纽，也是“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战略重要支点城市。

除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区位优势，海口
的会展业还有政策优势、良好的办展条件，
以及政府对会展业发展的大力支持，会展
部门及相关部门的优质会展服务等，都为
海口市会展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海口市会展局局长吴家宏说，这些大
型会展活动的引进并相继举办，充分发挥
了品牌会展在国内外会展业的示范和带动

效应，从而“以展引展引会”、“以会引会引
展”，不仅提高了海口市的城市影响力，对
海口酒店、餐饮、旅游、免税品销售、交通、
通信等行业起到了十分明显的拉动作用。

据介绍，今年在海口还将举办2015中
国（海南）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博览会、
2015中国（海南）国际高尔夫旅游文化博
览会、2015海南国际房车露营休闲旅游博
览会暨中国露营之家房车嘉年华、2015海
南国际海洋旅游博览会、第二届中国（海
南）健康产业博览会等重大会展活动。

吴家宏说，将继续构建以服务为主、
管理为辅的会展业管理体制，建设约束与
激励并重的会展业管理机制，更加有效地
吸引国内会展品牌企业来海口办会办展，
通过不断提升服务意识，创新服务职能，
强化服务手段，确保重大会展活动的成功
举办，同时，也协同相关部门为海口各项
展览活动提供高效、方便、快捷的“一站
式”服务，完成全年200场规模以上会展
活动目标。 （撰文/宝中 建丽）

第二届东亚峰会清洁能源论坛闭幕

大型品牌展会缘何纷纷落户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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