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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见习记者
计思佳 记者郭景水 通讯员高春燕）我省
高考报名即将启动，今天下午，省考试局
组织召开了“2016年高考报名工作培训
会”。会上，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和省公
安厅治安总队相关负责人对2015年高考
报名中考生的违规行为进行了通报，并对
2016年高考报名工作进行部署。

据省教育厅党组成员、省考试局局长
王贤介绍，2015年全省共有62008名考生
报名参加普通高考。在资格审查过程中，
考试局开展专项督查，先后取消了177名
考生申请加分资格和4名申请不限报考资
格，查处了利用本省假户籍报考的考生27
名，切实维护了广大考生的升学权益。

在艺术、体育类专业高考报名时，增

加现场采集了两类术科考试考生的相片，
目的是为考务人员准确核对考生本人的
身份信息，防止替考行为。2015年我省
在体育类考生中查处了两名替考考生。

在高考前，省工商、公安、工信、环
保、卫计委、电力等部门联合开展了“打
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

“净化考点周边环境”和“打击替考作

弊”四大专项行动。在考试过程中发现
及考后被举报查实共有8名考生有违规
行为，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
法》做出严肃处理。

王贤强调，高考报名工作是招生工
作的重要环节，是实现考试招生公平公
正的关键。今年我省教育部门将继续
严格规范资格审查，防堵“高考移民”、

落实好考生报名资格和加分资格的公
示制度、加强报名信息管理，以保证招
生录取的公平公正。

王贤同时提醒，我国《刑法修正案<
九>》从2015年11月1日开始施行。根
据该法，在高考中组织作弊、提供作弊
设备、买卖考题、替考等作弊以及帮助
作弊行为都纳入刑法范畴。

今年我省取消177名考生申请加分资格，查处27名用假户籍报名考生

高考报名在即 资格审查更严

12月 15日下午3时，G98环岛
高速黄竹至海口解除管制，恢复正常
通行。三亚往海口方向的车辆无需再
绕行223国道。

据了解，从今年11月29日开始，
G98环岛高速K16+120跨线桥路段
（海口往三亚方向）进行应急抢险工程
施工，交警对该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
此路段一幅封闭施工，三亚往海口方
向的通行车辆，行至黄竹出入口绕行
223国道通行。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环岛高速黄竹至海口
解除管制

本报三亚12月15日电（记者孙
婧）记者从今天在三亚召开的2015年
整顿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工
作会议获悉，今年截至11月底，该市劳
动保障监察部门共受理相关案件571
件，涉及金额 2.2461 亿元，已追回
2.2082亿元。7人因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而被治安部门刑事拘留。

据悉，今年1月至11月底，三亚市
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571件，

占该市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受理劳动案
件的一半以上。有24宗涉嫌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罪案件已依法移送该市公安
局各级治安部门，涉及金额3139.8619
万元，最终7人被刑事拘留，为农民工
挽回损失近6百万元。

会议要求各职能部门、建设项目开
发商和施工单位，要建立制度，奖优罚劣，
构建建筑企业劳动用工诚信体系，同时全
力打击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行为。

三亚严打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

三亚7名欠薪“老赖”被刑拘
本报三亚12月15日电（记者孙

婧 通讯员张清）从上午10时受案，到
下午3时结案，16起群体性、涉民生劳
动争议纠纷案件在一日内执结。三亚
市城郊人民法院日前通过“当天立、当
天结”的快速办案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当天上午10时许，三亚城郊法院立
案大厅接到16起因被告拖欠工资而申
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受案后，城郊

法院启动快速反应机制，承办法官对被
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进行“四查”，随后与
被执行公司负责人沟通协调：”若公司不
及时履行，会被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员名单。同时，冻结公司资产势必会导
致资金运转困难，届时将会得不偿失。

在法律的威慑及法官的协调下，被
执行公司负责人最终将所欠工资款全
部付清。当日下午3时左右，16名申
请人拿到了所欠工资，案件执结。

三亚16宗涉民生案件当天执结
保护弱势群体，农民工权益受重视

本报保城12月15日电（记者易建
阳）12月11日至14日，香港民间爱心人
士李美娜和蔡家骆第四次来到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等地，看望
并资助二战被迫充当日本军队慰安妇受
害的幸存者。

12月11日，李美娜和蔡家骆从香港
乘飞机抵达三亚市凤凰国际机场后，租车
到海南各地看望二战受害幸存者，这是她
俩第四次专程来海南看望这些老人。

李美娜在海南省红十字会志愿者的
陪同下，先前往陵水本号镇祖关村委会
看望96岁的郑亚洪阿婆，并为老人送去
一套崭新的齐梦思床，以及各种生活必
需用品。3个多月前，郑亚洪阿婆由于
发生意外摔断股骨，李美娜获悉后，从香
港专程来到老人家中看望并帮她垫付两
千多元的医药费和生活费。

据了解，李美娜这次来海南主要是
带来香港民间爱心人士的嘱咐，希望帮
助老人们实现她们的心愿。为了帮助郑
亚洪阿婆实现有一张睡觉的床和一台电
视机的愿望，李美娜和蔡家骆当日忙碌
了一个早上，为阿婆备齐了这些物品。

李美娜和蔡家骆还带着香港同胞爱
心人士的慰问品到保亭新星农场农业分
场和陵水祖关镇宿风村分别看望黄珍妹
阿婆和卓天妹阿婆，并给老人经济援助。

据了解，这次李美娜代表香港同胞
民间爱心人士心愿，在三天里用于援助
陵水、保亭三位老人的资金共计人民币
6000元和港币5000元。

香港爱心人士看望
二战受害幸存老人

本报三亚12月15日电（记者孙婧 通讯员
全克杰）记者今天获悉，一名广东籍男子因涉嫌在
大东海盗窃车内财物5000元，于14日被警方刑
拘。嫌疑人使用电子干扰器、六角插销以及套筒
等作案工具实施盗窃。

据悉，12月4日，陕西游客王女士向三亚红
沙边防派出所大东海警务室报警称，其车内背包
里的5000元现金被盗。

民警在案发现场发现，被盗车辆未被撬动过，
初步判断是有人利用电子干扰器干扰王女士锁车
门。随后，民警调取附近摄像头监控发现，王女士
在停车时，附近有两名男子不断地向其靠近。当
王女士离开后，其中一名男子便打开车门对车内
物品进行翻找，另外一名男子在周边望风。盗走
车内现金后，两人便急忙离开。

12月13日，民警根据线索在三亚市大东海体
彩中心停车场将伺机再次作案的张某抓获。经审
讯，张某承认自己伙同他人利用电子干扰器干扰车
主锁门以盗窃车内财物的违法犯罪事实。目前，经
三亚是公安局河东分局批准，张某被依法刑事拘
留。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利用电子干扰器盗窃车内财物

一男子大东海行窃被拘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 （见习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胡坤坤）海口的吴胜华一家与郑某一家多
年来因建房问题产生矛盾，吴胜华同时怀疑郑某
利用迷信方法对其家庭不利，遂携刀砍死郑家祖
孙三人。12月14日上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吴胜华故意杀人案公开宣判，吴胜华一审被判
死刑。

今年6月15日12时20分许，吴胜华携带事
先准备好的两把水果刀，从家中前往郑某家。吴
胜华进入郑某家后，先后持刀分别朝郑某伟（系郑
某之子）、郑某、郑某诚（系郑某之孙）以及郑某佑
身上连捅数刀。

吴胜华行凶后立即逃到家中，后因持刀抗拒
抓捕被民警开枪击伤并抓获。最终，郑某伟、郑
某、郑某诚三人因急性大失血死亡；郑某佑胸部、
肢体部损伤构成轻伤二级。

法院认为，被告人吴胜华故意非法剥夺他人
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吴胜华蓄意杀
害郑某全家，持刀当场杀死郑某等三人，并致被害
人郑某佑轻伤，犯罪手段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
果和罪行极其严重，且其具有犯罪前科，随身携带
刀具，又长期吸毒，屡教不改，主观恶性极深，人身
危险性极大，依法应予严惩。最终，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人吴胜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

持刀杀害祖孙三人

海口男子一审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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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季，一场持续数月的旱情对我省造成了
严重影响，部分水库库容严重不足甚至干涸，导致
城市生活用水、农业灌溉用水均出现不同程度缺
口，特别是在保障城市供水的前提下，农业更是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缺水问题。受持续旱情影响，不仅
使我省水稻等传统作物产量减少，也对随之而来的
冬季瓜菜种植产生影响。

6月初，在持续没有有效降雨的情况下，“口
渴”已久的昌江黎族自治县等西部市县却迎来了期
盼已久的水源：昌化江上游的大广坝水库在控制好
发电用水的同时，紧急调水驰援，缓解了当地的城
市用水和农业用水。得益于大广坝水利水电二期
（灌区）工程中的中干渠、低干渠、昌江干渠、高干

渠、陀兴系统等5个灌溉系统的建设，东方、昌江、
乐东等市县的101万多亩农田在大旱之中仍能有
水可用。

灌区及配套项目建设，一直以来都是我省水利
工程建设的重点之一，除大广坝之外，松涛、红岭两
大灌区建设同样是我省十二五期间的重大工程，其
中红岭灌区项目更是纳入水利部、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财政部、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签订的《推进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责任书》中。

作为承担着向琼东北地区工农业生产及城乡
居民生活供水、解决琼东北地区工程性缺水、支撑琼
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任务的重要基础设施，红岭灌
区项目已于今年2月28日正式开工，截至10月底，

累计完成工程投资12.39亿元。
以松涛水库为核心的松涛灌区，同样担负着

向灌区工农业生产及生活供水的任务。但目前松
涛灌区灌溉水利用系数低，并存在着严重缺水问
题和严重浪费的现象，节水潜力巨大。“有计划、有
步骤加快和完成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提高
灌区水利用效率不仅可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农业灌
溉用水要求，同时有助于缓解城市供水压力问
题。”省水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对灌区进行节水
改造既是水资源合理开发和高效利用的主要措
施，亦是灌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国民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需要。

在今年9月开展的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中，松

涛灌区松涛分局片区2014年度续建配套与节水改
造工程也列入其中，足见其重要性。通过项目的实
施，不仅将改造、修复“卡脖子”渠段和部分严重渗
漏渠段，提高灌溉水利用率和渠道输水能力的同
时，灌区灌溉条件也将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有利
于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业经济的持续发
展。

紧紧围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改善农业生
产条件、引导农民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事实上我省积极推进的灌区建设
能够解决的不仅仅是农业缺水的问题，作为服务我
省农业发展的大项目，大灌区将成为我省农业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 （萧菲 胡志华）

为缓解干旱、改变缺水现状

我省大力推进灌区建设服务农业发展

“十二五”期间，省委省政府对我省实行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高度重视，2011年和
2014年相继出台《关于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
意见》《海南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
法》，对我省水利建设的总目标、任务，以及实行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作出总体部署和全
面安排。成效显著。

经过五年的努力推进，我省用水总量控制目
标、用水效率控制目标、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控制
目标等水资源管理控制目标均顺利完成

同时，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基本
建立，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体系进一步完

善。各项水资源管理措施也得到进一步落实，用
水总量控制不断深入，用水效率控制继续加强，水
功能区限制纳污进一步推进，海南省国家水资源
监控能力建设项目加快实施。制度建设和措施落
实情况取得较大进展。据悉，2014年度我省取得
了全国良好和排名中上的成绩。

取得成绩也不能忽视问题。据了解，目前我省
还存在供水管网漏损率较高、节水工作力度不足、饮
用水源地保护有待加强、基层水资源管理能力薄弱、
监控设施不足等问题。在接下来的“十三五”规划期
间，我省将会着力解决上述问题。

（萧菲 胡志华）

水，是生命之源，与我们每天的生活密不可
分。而对于人口密集的城镇地区来说，水的供应、
使用显得更加重要。也正是因为如此，如何用上安
全的水、怎样处理城市污水、如何治理城镇水污染，
也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

在十二五期间，省水务厅在提高城镇供水安全
保障能力、提升污水处理设施减排效益、城镇内河
（湖）水污染治理等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力求让老百
姓喝上放心水的同时，也将城市水网环境不断优
化，保障安全的同时，也修复了生态。

“十二五以来，我省城镇供水安全保障能力得
到了有效提升，这得益于投入力度加大，以及对供
水管理的要求。”省水务厅一位负责人说，大投入，
是指截至今年10月底投向城镇供水设施建设的
37.5亿元；高要求，是指我省按照《城镇供水规范化
管理考核办法（试行）》对全省城镇供水厂进行考
核，提高管理水平。此外，我省水质检测能力也得
到提升，业务人员素质普遍得到有效提高。

得益于这些变化，不仅提升了我省应急供水能
力，也让城市用水越来越安全。

水用得安全，污水处理也不能掉以轻心，“十二
五”以来，我省进一步加大污水配套管网完善和建
设力度，提高管网覆盖率和污水收集率，投资30.9
亿元完成1088公里污水配套管网建设，与“十一
五”时期相比，管网长度增加了300%，污水处理规
模增加了11%。

此外，我省还同步实施污水配套管网三年行动
计划，用“十二五”的前三年时间投资19.7亿元，建设
管网723公里，让运行的污水处理厂负荷率得到较
大幅度提升。同时，我省还有效推进了7个国家责任
书项目建设，包括昌江棋子湾、澄迈金江（二期扩
建）、琼海官塘、文昌清澜、定安南丽湖的污水处理厂
在内，都已建成并开始或即将进行通水试运行。

生态立省是我省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方略，那
守住生态底线、开展水污染治理就是生态立省的重
要基础之一。今年以来，我省积极推进城镇内河
（湖）水污染治理工作，于7月下旬、8月中旬对全省
五大河流（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陵水河、宁远
河）的水环境状况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省
水务厅印发了《海南省城镇内河（湖）水污染治理三
年行动方案》，并按责任分工制定了《全省城镇污水
及水保采砂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目前全省已排查
完28条河流，共排查出非法排污口158个，非法采
砂点134个。 （萧菲 胡志华）

保障用水安全，提高污水
处理能力，治理内河污染

十二五期间
我省城市水务
亮点频出

我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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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琼中红岭水库。 袁才 摄

海南省水务厅“十二五”建设成就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