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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海南

开栏的话
扫码看新闻，内容更精彩。本

报今起推出视频栏目《码上读》，只
需扫一扫报纸上的二维码，即可读
到该条新闻的相关视频，给你全新
的“互联网+”体验，敬请关注！

■ 本报记者 王凯

如果把美丽的海南岛比喻成漂
浮在南海海面上的一枚漂亮树叶，
那么，岛上众多的河流，就是一道道
纹理状的叶脉，密密的纹路使得这
枚叶子更加丰富而多彩。

海南岛地势中部高四周低，
使得较大的河流大都发源于中部
山区，形成辐射状水系。全岛独

流入海的河流共 154 条，这些河
流是海岛万物生息、成长的生命
源泉。

近年来，海南河流湖库水环境
质量在总体稳定的态势下，部分内
河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污染。对海南
水环境的整治保护迫在眉睫，势在
必行。

今年4月28日，海南省政府在
进一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

表示，将大力整治河湖及海洋环境，
2017年全面清理非法或设置不合
理的入海排污口，2018年基本完成
全省64个黑臭水体整治。

通过《海岛水世界》，您将看到
不一样的海南水生态灵动之美，在
欣赏这些美丽、灵动的水系时，认识
到它的宝贵与脆弱，携手保护你我
的生命之源！

（本报海口5月5日讯）

扫二维码看《海岛水世界》

品读海南水生态灵动之美

本报海口5月5日讯（记者张谯
星 通讯员蔡宏 李梅）按照党务公开
原则和巡视工作有关规定，我省今天
公布了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

海钢集团党委把巡视整改作为
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制定巡视整
改责任清单，对巡视反馈的5个方
面17个问题进行细化分解，并逐项
落实到责任领导、责任部门和责任
人；专门成立重组改制、采矿权问
题、招投标三个专项整改工作小组，
一事一方案，全力整改改制重组中
处置国有资产不力、采矿权益被低
估等问题。

针对党的领导弱化、主体责任缺
失的问题，该公司党委制定了履行党
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清单、
落实党委主体责任的实施办法。为
解决公司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的问题，
该公司党委制定实施办法，明确党内
生活基本要求、纪律规范、制度规范、
实施与监督等内容；今年以来，先后9
次召开公司党委会，研究党建工作和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加强纪检监察队
伍建设，改选纪委组成人员，配备纪
检专职工作人员，修订完善了加强作

风建设监督检查的实施办法、党风廉
政建设实施办法等，强化公司纪委的
监督执纪问责作用。

针对矿产品销售、股权管理、工
程项目招投标等方面的问题，海钢集
团对矿产品销售工作进行认真梳理，
深挖存在的问题，修订完善《海钢集
团矿产品生产和销售管理办法》；加
强国有产权转让管理，落实程序审
批、清产核资、审计、资产评估和国有
产权登记，定期开展核查，防止国有
资产流失；完善项目决策程序，加强
日常监管，处置“僵尸”股权，认真清
查对外投资项目存在的问题；加强工
程项目招投标管理，对已建工程和在
建工程项目就基建程序问题开展专
项整改检查，全面自查自纠；修订《海
钢集团规模以下工程相关项目比选
招标管理办法》，明确规模以下比选
限额，确保工程项目招标工作有章可
循、有法可依；强化对子公司及参股
公司的管理，更换控股公司和参股公
司的董监高8人；对项目投资进度、
财务指标、风险防控等方面进行评
价，进一步提高投资收益。加强投资
后评价，对项目投资进度、财务指标、
风险防控等方面进行评价，进一步提

高投资收益。
针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方面

的问题，该公司出台了《海钢集团领
导干部外出活动管理办法》，公司领
导外出活动履行报批程序，解决多
数领导干部存在的“走读”现象；严
格执行公务接待制度，坚持先审批
后接待、总量控制的原则，做到“六
严”，即严格接待标准、严格陪餐人
数、严格酒水提供、严格费用结算、
严格费用报销流程和严控费用开
支；对海钢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予
以辞退，车辆予以封存，费用列支科
目予以注销。

针对借职务消费之名假公济私、
化公为私和虚假发票、虚假业务报销
问题，海钢集团废止《海钢集团职务
消费管理办法》，取消领导班子成员
职务消费；组织开展职务消费专项清
理整治工作，对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和
二、三级企业负责人2012年以来历
年职务消费报销情况进行专项清理，
共退回职务消费总额近44万元。

针对执行民主集中制和选人用
人方面的问题，该公司进一步明确了
党委会、总经理常务会、总经理办公
会的职责、权限和决策程序，健全了

决策机制；修订了《员工招聘管理暂
行办法》，明确招聘工作分工和各自
责任，重点规范计划制定、组织实施
和监督等环节，统一招聘标准；特别
是对特殊岗位人才以及中层以上人
员的引进与选聘作出了严格规定，同
时，按照已经修订了的“三定”方案，
明确岗位及编制，通过岗位编制管控
人员入口。

在整改工作中，该公司党委坚持
问题导向，以整改具体问题为切入
点，查找深层次原因，堵塞漏洞，扎紧
制度的笼子；制（修）订31项规章制
度，有7项已经总经理常务会、党委
会研究通过施行，内容涵盖党风廉政
建设、风险控制、矿产品销售、对外投
资、股权管理、资产出租、工程项目招
投标、审计、公车管理等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初步构建了相互衔接、务
实管用的制度体系。

海钢集团公司党委主要负责人
李长征表示，公司党委将严格按照省
委和省委巡视五组的要求，以整改为
契机，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把巡视整改工作激发的正能量转化
为助推公司发展的强劲动力，开创公
司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我省通报海钢集团公司党委巡视整改情况

制定责任清单 逐项抓好整改

省美术骨干培训班
走进昌江采风

本报石碌5月5日电（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
者陈家贞 通讯员林朱辉）“那幅‘大美昌江’的书
法苍劲有力！”“这幅‘昌化江畔’的作品可以再增
添一些韵味！”5月4日晚，昌江黎族自治县宣传文
化中心内灯火通明，由省群众艺术馆主办的2016
年海南省美术骨干培训班创作笔会在此举行。

当天晚上，参加培训班的30多位学员在现
场挥毫泼墨，以艺术家的独特视角，将白天采风
寻找到的昌江之美以再创作的形式展现出来，
并由受邀出席此次培训班的专家对作品进行现
场点评和讲解。

据了解，2016年海南省美术骨干培训共分
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侧重美术创作理论、技法讲
座；第二阶段侧重美术写生、创作示范实践；第
三阶段侧重跟踪辅导、集中点评、修改总结。此
次走进昌江举行的采风写生属第二阶段。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这两天，我到广州多家企业寻
找薄膜的最新应用领域，为下一步研
发工作寻找方向。”虽刚下飞机，黎坛
脸上并不见太多倦容。他说搞研发
的，就应该马不停蹄地去开阔视野，
接触了解这个行业最新的动态。

黎坛是海南赛诺实业有限公司的
技术总监，一直致力于薄膜技术研制，
从业已有22个年头的他不仅获得了13
项发明专利，还发表数篇学术论文，参
与完成多项“国家重点新产品”的研发。

黎坛大学毕业后从一线工人做起，

5年后，他被调入公司研发中心，从此
踏上了薄膜技术研发之路。

获得那么多项专利，有何窍门？
“执着和坚持算么？”黎坛笑着反问，
他说在企业搞科研，要紧跟市场需
求，在别人没有做过的领域下功夫，
坚持下去，把它做精、做深。

1999年，黎坛刚到研发中心时，
无论是薄膜生产规模、生产设备还是
生产技术，他们公司的竞争力远不如
省外的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就要想方设法提
高产品核心竞争力。”黎坛说，富有科
技含量的产品就是最强的竞争力。

敢想、敢做、敢坚持是黎坛最大
的信条。“我们把眼光瞄准香烟薄膜
防伪这一市场空白，试图把防伪图标

印在包装香烟的薄膜中，研发香烟激
光防伪薄膜。”黎坛说，当时香烟有印
刷防伪、喷码防伪等五六种防伪处
理，唯独没有包装薄膜防伪。

作为一家生产薄膜的企业，想要
涉猎防伪技术并非易事。所幸，黎坛
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位专攻防伪技术
的清华大学博士，为了向这位博士取
经，黎坛四上广州“四顾茅庐”。正是
这样的执着，感动了博士，促使双方
达成了合作协议。

有了防伪技术后，又出现了新的
难题。“在防伪薄膜的加工过程中，攻
克保证防伪图案清晰、薄膜不致收缩
变形这一技术是关键。”黎坛说，不达
目的不罢休，一件新产品的研发不可
能一步到位，打磨一件防伪薄膜产

品，要反复试验十次以上。
当一件完美的激光全息防伪收

缩膜被研发出来后，一年时间已过。
从一张激光全息防伪薄膜的研发成
功到批量生产，标准化生产是行业追
求，为此黎坛及其团队还研发了防伪
收缩膜模压装置，并参与制定了国家
激光防伪膜的生产标准。

一项项技术的攻关，一项项专利
的成果转化，凝结的是黎坛及其团队
永远努力开拓、耐心钻研的科研精
神，不仅为企业带来了经济效益，也
带动着薄膜行业向前创新发展。

黎坛说，自己得过一些奖，今年
还有幸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但他
却不敢停歇也不能停歇。

（本报海口5月5日讯）

潜心钻研获13项专利，推动海南包装行业发展

黎坛：执着科研 耕耘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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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美术骨干培训班创作笔会在昌江举办。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宗志 摄

装南海网客户端

连续三天
水果1元秒杀

本报海口5月5日讯（海报集团
全媒体中心记者马伟元）5月6日，南
海网客户端正式上线,读者安装后就
可以连续3天参加1元秒杀活动，秒
杀海南特色鲜果。

南海网微商城是南海网旗下电商
购物平台，主要经营海南特产、水果、
农产品等海南特色商品。南海网客户
端上线后，读者在客户端上就可以进
入“商城”购物啦！快安装南海网客户
端，点击进入“商城”，参加1元秒杀海
南鲜果活动吧！

扫二维码
装南海网客户端

海口一小区
未验收便“交房”
住建城管等部门已介入调查

■ 见习记者 丁平

开发商将房子交给业主，按理说应该是一
件高兴的事，但海口市香榭花园小区的一些业
主却高兴不起来。原来，他们的房子在未通过
房屋综合验收的情况下，开发商就交房了。

香榭花园小区位于海口市椰海大道和中山
南路交汇处，开发商为海南荣丰控股有限公司，
小区有700多户。“3月20日前，我就接到通知
说要交房，当时也没有考虑太多就来拿了钥匙
装修，装修了快一个多月才了解到自己的房子
没有通过验收。”5日，在香榭花园小区，业主雷
女士气愤地表示。记者在香榭花园物业部房屋
动态表上看到，该小区已有252户业主收房，82
户业主开始装修。

雷女士提供的收房通知书显示：“5号楼X
房已建设完成并达到约定的交房条件，请您于
2016年3月20日到香榭花园交楼现场办理收
房手续。”此外，收房通知书上面还注明：“自接
到《通知》之日起（以邮戳为准）二个月不能到公
司指定地点办理产权登记和入住手续，则视为
您已认可将上述房屋及相关设施正式交付给
您；超过三个月不来办理的房产，将由小区物业
服务公司代管，物业服务费由您承担；代管两年
不来办理手续的，视为无主房产，交由有关部门
处理，移交所产生的费用由您承担。”

“现在我们的房子正在办理验收。”针对小
区未通过综合验收就交房一事，海南荣丰控股
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刘炎解释，提前交房是本着
自愿的原则，业主自己申请的，并没有强迫业主
提前收房。

今天上午10时左右，海口市琼山区城管执
法大队执法人员来到现场，当场下达案件初查
通知书，要求海南荣丰控股有限公司在5月6
日下午6点前提供竣工验收的相关资料。“如果
查实发现并未验收，我们将对其立案处理。”相
关工作人员表示。

海口市住建局市场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
已于今年3月下旬向香榭花园小区开发商下发通
知，要求在没有通过验收的情况下，不能交房给业
主使用，否则将按照相关法规对其进行处罚。

记者从海口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进一步了解到，4月下旬已经接到该小区一
些业主的投诉，经调查发现香榭花园小区项
目存在未组织竣工验收即交付业主使用的
违规情况。

据了解，针对业主们反映的物业强卖高价
沙等问题，相关部门也已介入调查。

（本报海口5月5日讯）

省直机关
青年职工足球赛开踢
27支代表队参赛

本报海口5月5日讯（记者王黎刚）由省
直机关工委主办的“为梦拼搏·绽放精彩”
2016年海南省直机关青年职工足球赛，今天在
海南省高级体校拉开帷幕。

开幕式之后，揭幕战在省人社厅代表队和
省财政厅代表队之间展开。此次赛事共有27
个单位的代表队、近700人参赛，将进行68场
比赛的角逐。据悉，本届省直机关青年职工足
球赛的冠军队将代表省直机关参加省总工会的
足球邀请赛。获得前四名的球队将代表省直机
关，参加由共青团海南省委、省教育厅、省文体
厅、海南日报社、海南广电总台等单位主办的
2016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的总决赛。

万泉河琼海博鳌出海口。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黎坛（右）在工作中。 黎坛本人供图

定安南丽湖。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