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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2016海南黎族苗族
传统节日“三月三”

还有 天4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王伟 苏小婷

今天上午，拎着篮子的李晓萍，走
进白沙黎族自治县县城的雅钗市场一
楼菜摊。她几乎不问菜价，径直挑出要
买的各种蔬菜。

作为外地人，但长期居住在白沙的
李晓萍，笑着说道：“白沙的菜价很平
稳，不用问价就可以选菜称菜了。”

在白沙工作了二十多年、现任县工
商局副局长的文名伟告诉记者，十几年
前每年都查处几起扰乱菜市场价格的
案件，但近年来由于管控措施到位，菜

价平稳成了常态。在菜市场巡查，想找
一个价格案子都难。

往往逢节必涨、逢灾必涨的当下，
白沙菜价缘何能保持基本平稳？如何
既维护市民利益，又让菜农增收？白沙
究竟有哪些好经验？为了回答这些问
题，本报记者多次进行了实地探访。

多方引导
农民直接进城卖菜

在雅钗市场一楼，整齐划一的摊点
上，摆放着各种新鲜蔬菜和肉食品。

一大早，牙叉镇农民王莉香就用三轮

车载着自家种的蔬菜，直奔雅钗市场。在
她一旁，也是周边农民摆起的菜摊。

正在买菜的市民周举先说，白沙的
菜价，一般城镇家庭可以接受，而且菜
价没有大的波动。

经常巡查菜市场的文名伟，给记者
出示了用手机记下的多时段菜价，变化
不大，春节期间部分菜价比平时也只多
了几毛钱。他表示，近年来县工商部门
没有收取菜农任何费用，而是积极为菜
农和消费者提供服务。

白沙县农业局局长徐辉冠介绍，
2009年以来，该县就开始引导和鼓励农
民直接进城卖菜。对于种植叶面菜且

通过验收列入长年瓜菜基地的，每亩每
月直接补贴200元。“由于减少了中转环
节，菜源供给充足，菜价一直相对稳定，
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徐辉冠说。

保持相对平稳的菜价，市民受益，
菜农是否会增收呢？

有两位菜农算了她们的收支账：
李玉梅，牙叉镇临高村菜农，自产

自销。她说，每天卖菜的毛收入大约
200元。从家到雅钗市场运费3元/天，
还有种子钱、农家肥等成本，每天纯收
入150元左右，一个月下来，纯收入大
概有4500元。

王秀凤，牙叉镇牙利村菜农，也是自

产自销。她家有车搞运输，把菜捎到市场
上，每天卖菜的毛收入也可以达到200
元。除去成本，每个月能赚四五千元。

补贴到位
困难群众“带薪”卖菜

“政府的补贴很及时，我们每个月
跟领工资一样。”李向宁激动地说。

李向宁原为牙叉镇陶瓷厂下岗职
工，现在白沙县平价市场经营一个蔬菜
摊点，除了摊位费全部免除，每个月还
领取1800元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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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改革蔬菜生产流通体制，菜价长期相对平稳，菜农市民都受益

田头连摊头 直补促直供

本报海口4月4日讯（记者王玉
洁 见习记者陈洁锋）记者从省外事侨
务办公室了解到，外交部、国务院侨务
办公室近日分别发来感谢信，对在博
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服务保障工
作中作出重要贡献的海南省委、省政
府，以及所有参与年会工作的同志表
示衷心感谢。

外交部在感谢信中称，3月22日
至25日，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

在海南博鳌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出席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柬
埔寨首相洪森等11位外国领导人出
席开幕式并讲话。本届年会是今年两
会和“十三五”规划出台后我国首场重
大主场外交活动，也是李克强总理第
三次出席年会，国际国内高度关注。
年会以“亚洲新未来：新活力与新愿
景”为主题，共设置包括88场讨论在
内的近百场各类活动，取得预期效

果。年会提振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乃至
亚洲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唱响了构
建命运共同体的主旋律，进一步提升
了我国在区域合作和国际治理体系中
的话语权，也显著增强了论坛国际地
区影响力。

信中评价说，本届年会首次同澜
湄合作领导人会议背靠背举行，保
障接待任务更为复杂艰巨。作为东
道主， 下转A02版▶

外交部国侨办致信感谢海南
称赞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服务保障工作

本报海口4月4日讯（记者刘操
计思佳 通讯员王剑）4月4日，中国
传统清明节祭扫高峰最后一天。上
午9时，记者在海口市颜春岭公墓看
到，前来凭吊亲人的群众哀思深切，
却文明有度，秩序井然。

海口市民政局办公室副主任赵胜
强介绍，海口共有3个经营性公墓以
及若干个公益性公墓，其中颜春岭、吉
荫贤、浮陵水、富山和金牛岭烈士陵园
为祭扫重点。依照当地风俗，从3月
16日开始，就陆续有群众前往海口市
各公墓祭扫、拜祭已逝亲友，其中4月

2日、3日、4日达到高峰期，以颜春岭
安乐园为例，最高峰值祭扫群众一天
超过10万人次以上。

根据国家民政部和海南省民政厅
的要求，海南大力提倡并推广文明祭
扫之风，用鲜花、植树以及网络祭拜等
方式替代传统的放鞭炮、烧纸钱，为了
确保清明祭扫安全，省民政厅还在全
省设立了10个清明节观察点，其中两
个为国家级观察点，在清明节高峰期
派出民政工作人员前往观察、记录群
众祭扫情况。

“颜春岭共有两个停车场，最多可

停放2000辆车。”赵胜强告诉记者，每
天到颜春岭祭扫群众的车辆不低于
5000辆，为了解决停车可能带来的交
通拥堵问题，海口市民政局在各公墓
和陵园都实行了交通管制，不允许前
来祭扫的私家车进入公墓，而是采取
免费提供摆渡车的办法解决祭扫群众
的出行。以颜春岭为例，管理处租用
20辆大巴作为摆渡车，一天来回不停
地接送祭扫群众，摆渡车每天来回不
低于300趟。

为确保祭扫安全，海口市民政局联
合公安、消防、园林、安监等10多个部

门，成立了清明节群众祭扫活动安保服
务工作指挥部，在各祭扫重点墓园设立
指挥处，协调安保服务工作，现场负责
4月2日、3日、4日清明节的安保服务
工作。通过交通管制、设立医疗点、协
调消防车现场应急、采集分析祭扫数
据、制定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方案等措
施，确保清明节祭扫无安全事故发生。

据省民政厅统计，2016年清明节
祭扫，全省10个观察点，共有超过30
万人次群众参加祭扫，车辆总数超过
6万辆，无一例交通事故，无一处公墓
失火，也无任何突发事件发生。

清明节期间我省倡导文明扫墓，并加强安全应急措施

祭扫新风尚 清明更文明

■ 本报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 徐海军

“院长您辛苦了，小孩的出生证已
拿到，这点‘小意思’您就收下了吧。”
2015年6月，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卫
生院院长邢玉珍因这个“小意思”挨了
处分。

该案的事发源自一封群众举报信。
2014年12月，白沙黎族自治县纪委收到
了反映邢玉珍违规收受红包的举报信。
该县纪委随即对其问题进行调查。

经查，2013年6月至7月期间，白
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3名村民先后到
青松乡卫生院找邢玉珍补办小孩的出
生证，在办证的过程中邢玉珍分别收取
了三位村民350元、400元和300元的
好处费。此外，调查还发现，邢玉珍未
经卫生院全体职工会议讨论，私自将卫
生院内公共场地提供给丈夫经营苗圃，
进行营利性活动。2014年12月，邢玉

珍得知纪委调查后，把收受的红包分别
归还了村民；其丈夫也上缴了其所占公
共场地地块的经营费和水电费共计
1500元。

办案人员介绍，其实邢玉珍心里很清
楚，在办理业务中违规收受他人财物是违
纪行为，但是她却依然还是抱有侥幸心
理，认为山沟沟里，看不见纪律，摸不着法
律，没人会管的，收个红包也无妨。

邢玉珍终究为自己的侥幸行为付
出代价。2015年6月25日，经县监察
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给予邢玉珍
行政记大过处分。

“有些党员干部借人情往来之名，
将违规的‘馈赠’视作传统，违规收送礼
金礼品和红包，不以为然。”负责此案调
查的白沙黎族自治县纪委干部说，“群
众身边的‘微腐败’问题始终是我们关
注的重点，这起案件是典型的十八大后
仍不收敛、不收手的顶风违纪行为，不

仅要严肃处理，还要作为典型进行通
报，警醒那些心存侥幸的人，坚决刹住
这股歪风邪气。”

邢玉珍在检讨中写道：“平常的廉
政教育只是走过场，没有真正入脑入
心，没有按原则办事，真是糊涂至极。
这次的教训让我警醒，提醒我走好今后
人生的每一步。”

（本报牙叉4月4日电）

【执纪者说】
“山沟沟里，看不见纪律，摸不着法

律”终究不过是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
人。只要破坏了规矩，违反了纪律，突
破了底线，什么理由都立不住，任何侥
幸心理都要不得。作为纪检监察干部，
必须扛实执纪监督问责的担子，依纪监
督、从严执纪，抓早抓小，动辄得咎，真
正把纪律严起来、管到位。

——白沙黎族自治县纪委 徐瑞新

白沙黎族自治县一乡卫生院院长收红包被处分

收下“小意思”栽了大跟头

开栏的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按照中央纪委的要
求，严肃查处了发生在群众身边
的“四风”和腐败问题，并通过点
名道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通报曝
光，起到了较好的震慑和警示教
育作用。本报今起开设“‘微腐
败’监督哨”栏目，陆续刊发全省
各地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典型案例，希望广大党
员干部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始终绷紧纪律之弦。

微腐败
监督哨

本报海口4月4日讯（记者许春媚 通讯员钟礼
元）今年清明节小长假天气晴好，明媚的春光引得市
民和游客纷纷选择出游踏青。记者今天从海口市旅
游委获悉，3天假期里海口纳入统计的主要A级及
收费景区共接待游客 28.74 万人次，同比增长
54.4%。

据介绍，小长假期间，短线游、自助游为主要出行
方式，乡村游、周边游为出行重点，祭拜游、观三角梅、
近郊踏青、采摘成为体验热点。海口假日海滩旅游区、
海口骑楼小吃街、白沙门市民驿站风情街、冯小刚华谊
电影公社等几个热门景点均跻身万人景区行列。而海
口除传统的景区、椰风海韵、阳光、高尔夫等旅游吸引
物外，处处盛开的三角梅成了全市最靓的旅游吸引物，
除了回乡祭祖、扫墓外，许多海口市民及游客选择在此
时踏青春游，赏三角梅，体验别样海口。据统计，万绿
园、世纪公园、滨海公园的“三园合一”区域，假期里游
客的接待量达到8万人次。

清明假期海口乡村游火热

春日风光好
踏青出游忙

本报海口4月4日讯（记者郭萃 通
讯员郑亚军）近日，海口市龙华农贸市
场升级改造工程正式动工，至此，龙华
区今年计划改造的12家农贸市场全部
进入施工阶段，工程完工后，该区所有
农贸市场将全部达到标准化水平。

记者了解到，3000平方米的龙华农
贸市场建设于上世纪80年代，目前存在
着市场公厕没有冲水设备、活禽区域没
有独立空间、地下排水沟老化等诸多问
题，这些问题使之与“标准化”的要求相
差甚远。

“我们将从照明、排水、密闭、立面、
卫生间、垃圾屋、摊位、熟食间等8个方
面进行改造，改造完成后，市场的硬件
条件将得到全方位提升，附近的3万多
名居民将可享受到标准化农贸市场的
干净便捷。”龙华区商务局副局长黄海
澄说。

据悉，今年1月25日，龙华区启动
了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程，龙华市场、
新港市场、文华市场、头铺市场、白水塘
市场等12家老旧农贸市场列入改造范
围，此项工程共投入资金5000万元。“9
月底，12家农贸市场的升级改造工程将
全部完工，其中9家将于6月底率先完
工。”黄海澄介绍，目前各农贸市场的
改造工程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

海口龙华区改造
12家农贸市场
投入5000万元 预计9月底完工

本报三亚4月4日电（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孙显
炬）山的修复是三亚“双修”中“生态修复”的一大组成
部分。记者从三亚市林业局了解到，经过实施修复工
程，三亚城区周边裸露受损山体已有25万平方米完成
植被恢复。

据统计，三亚共有废弃矿山约50处，主要分布在
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沿线，以及城市周边和城区主干道
两侧，山体裸露受损总面积约64万平方米；其中需要
治理的有43处。

根据“双修”规划，去年以来，三亚持续开展裸露山
体植被恢复工作，目前已完成城区周边山体植被恢复
面积25万平方米。其中，由政府投资实施的吉阳区亚
龙湾路口A1、A2受损山体植被恢复工程，由企业投资
实施的“唯美品格”城中村旧城改造项目内山体植被恢
复工程和“三亚的山”长江商学院三亚校区项目山体植
被恢复工程已经完工。此外，位于三亚吉阳区北部、城
市入口形象区域的抱坡岭，已于3月上旬实现绿化覆
盖面积约11万平方米，预计将于5月完工。

据悉，三亚正在修复的山体共有4处，5月前后将
启动半岭温泉度假区周边两个山体的修复工作。此
外，针对高铁、高速公路沿线两侧可视范围内的6个受
损山体的治理，正在加紧推进前期工作。

三亚恢复城区周边
山体植被25万平方米

■ 袁锋

儋州市本级财政扶贫专项资金
从去年的1000万元提高到今年的1
亿元以上，儋州表示决不允许扶贫资
金趴在账上“睡大觉”。（今日A03版）

扶贫资金花不出去，这种乍看
起来的怪现象其实并不鲜见。包括
支农、扶贫等资金在内的多种财政
资金，在全国和我省都曾出现过花
不出或花不完的情况。这种一边是
贫困户急盼帮扶望眼欲穿，一边是
大笔的资金花不出去的尴尬，显然
是肩负精准扶贫重任的全省各市县
需要极力避免的。

防止扶贫资金“睡大觉”，自然要
从根源上加以避免。通常，项目推进
缓慢是重要因素。这就需要找出推
进缓慢的原因，改变相关人员疲沓的
工作作风，提高业务素质与能力，以
精细管理为项目提速。同时，也要加
强资金监管，以结果为导向，严格资
金监管和绩效评估方面的制度机制，
确保资金使用见到实效。

扶贫资金
可别“睡大觉”

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三亚深海所，在三亚市南红农场“中国杂交水稻发源地保护中心”，制作了
一幅以三亚国际旅游形象标识为主题的稻田画作品。稻田画面积24亩，以绿色叶片水稻为背景，字母和文字使用粉红色、
深紫色、墨绿色、黑色叶片水稻相映衬的种植方法拼出三亚旅游LOGO，具有一份独特的观赏价值。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种出稻田画

海中两学生春节期间跑了6趟殡仪馆

用微电影向
“殡仪人”致敬

B01版 中国新闻

清明假期3天
铁路旅客运输密度

超过春运
平均每天约千万人次

清明小长假旅游消费
人均2969元

上海破获1.7万罐
假冒“雅培”乳粉案
上海食药安办协调相关7个省彻查
假冒乳粉流向

B03版 世界新闻

美军派12架F－15战机入欧

美俄又较上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