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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5 月 7 日（星期六）上午 9：00～
11：30

主讲人：朱英（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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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宗兆宣

近日，网上一则“海口骑楼老街
被纳入征收改造范围面临拆除”的消
息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
议。2010年开始修缮改造，2013年
1月底才正式对外开放的中山路骑楼
老街是海口真正意义上的首条步行
街。“那些骑楼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
要拆除？”“才刚过了3年多，中山路骑
楼老街就被纳入征收改造的范围
了？”“全部拆除后重新修建的骑楼还
是真正的骑楼吗？”一时间众说纷纭，
很多群众质疑对骑楼老街进行改造
的必要性。对此，记者进行了采访。

骑楼背后
暗藏危房

海口龙华区中山北片区棚改区
（城中村）改造项目指挥部办公室副
主任欧凌俊向记者证实了骑楼老街
被纳入征收改造范围消息的真实
性。欧凌俊告诉记者，此次中山北片
区征收改造项目东起博爱北路，西至
新华北路，南到中山路，北至长堤路围
合部分（含博爱商城与中山路87号），
地处海口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核心区。这些骑楼建筑群初步形成于
1920年代，是海口最古老繁华的商业

街区之一，也是现今海口市重点开发
的旅游景点之一。经过 2010 年至
2013年的修缮维护与业态调整，如今
的中山路骑楼老街已初具规模，但紧
邻的中山横路、长堤路等路段的房屋
依旧破败且几乎全是危房，不仅严重
影响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更与历史
文化街区的形象极不相称。

而当记者走进中山横路和长提
路附近时，也的确发现位于临街骑楼
后面的建筑十分破旧，由于年久失
修，很多都是危房，里面还夹杂着一
些1980年代修建的现代简易建筑，
显得不伦不类而又破旧不堪，很多房
子也已无人居住。

历史建筑
予以保留

据了解，早在2011年8月，海口
市政府就公布了第一批331处历史
建筑名录，而这批历史建筑均位于骑
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集中分布在中
山路、振东街、得胜沙路、博爱北路、
解放东路等街巷。也正是因为骑楼
老街拥有众多的历史建筑，让很多民
众担心此次的征收改造会对当地人
引以为豪的“历史名片”造成破坏。

据欧凌俊介绍，社会各界对骑楼
老街纳入征收改造有很多误解。其

实，此次的改造绝不是对这个片区的
所有建筑一拆了之。此次纳入征收
改造范围的建筑面积约有8万多平方
米，但实际拆除的面积不到4万平方
米。此前已经修缮过的骑楼建筑会
全部保存，已经挂牌的历史建筑也不
会被拆除。

而征收改造对骑楼景观也基本
不会造成影响。欧凌俊表示，相关单
位专门请了同济大学的专家到骑楼
老街实地查看，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
将全部予以保留。此次拆除的建筑
大多在沿街建筑后面，而且都不是标
准的骑楼建筑。

（本报海口5月5日讯）

网络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刷新着人们感知和了解这个世界的体验。然而，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过程中，也释放出各种混淆视
听甚至扰乱社会秩序的不实声音。为了承担起“澄清谬误、明辨是非”的党报职责，本报今起开设《求真》栏目，对各类有争议、有
疑点的事件和不实谣言进行深入的调查求证，还原事实真相，粉碎谣言，提升公信力。

求真 开栏的话

微腐败
监督哨

■ 本报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 符乔妮

违反财经纪律、违反政府采购法
律法规、工作失职……看着处分决定
书上指出的一条条问题，琼海市扶贫
办原主任郑翼至今仍懊悔不已。

2013年，琼海市扶贫办通过招
投标的方式与恒萃油茶社建立了合
作关系，并安排专项扶贫资金30万
元向油茶社购买油茶苗，并从中免费

发放2.4万株油茶苗给油茶社下属的
中原排沟坡油茶基地用于示范种植。

但是，由于后期监管不到位，油茶
社未完全履行合同约定。而琼海市扶
贫办在没有履行预算决算、验收等审批
手续的情况下，仍将7万元专项扶贫资
金拨付给油茶社，帮助解决油茶基地种
植的土地平整和喷水灌溉等问题。

面对调查，郑翼说：“当时觉得资
金不大，也为了省事，就把手续都省
了，以为没什么问题，没意识到这是
违纪违规的行为。”而调查人员严肃
指出，单位一把手掌握着资金的审批
权，却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这是对

党纪法规的无视，属于明知故犯！
此外，调查还发现，油茶社负责

人庞某某在与琼海市扶贫办合作过
程中，为了表示感谢，曾分3次给郑
翼送去好处费，他都一一“笑纳”。郑
翼后来表示，自己明知收受好处费是
违纪行为，却还是抱有侥幸心理，以
为这些“小动作”可以躲得过监督。

错误的行为终究是要付出代价
的。2014年11月28日，琼海市纪委常
委会、市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讨论决
定，给予郑翼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

“都怪自己党性不强，法律意识
淡薄，在落实国家政策规定时，大搞

变通、打折扣，严重影响了市里的扶
贫工作。这次的教训太深刻了。”面
对处分，郑翼十分后悔地说。

（本报嘉积5月5日电）

【执纪者说】

在扶贫攻坚的大工程上，扶贫工
作者应该自觉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
面，在各种诱惑面前做到不眼红、不
动心；要切实增强责任意识，端正工
作作风，真抓实干，将国家扶贫政策
落到实处，让困难群众切切实实感受
到国家政策温暖。

——琼海市纪委 符乔妮

琼海扶贫办原主任郑翼违纪违规被处分

失职又收钱 严办不手软

5月5日，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开展阶段性训练考核会操，展示了队
列和反恐实战技能的训练成果。 通讯员 曾望 摄

本报海口5月5日讯（记者王培琳）记者今
天从省人社厅获悉，2016年1月1日以来，符合国
家及我省计划生育政策且取得生育服务证的生育
保险参保人员，可依法享受生育保险。

由于新的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实行，生育“二
孩”产假延长、生育保险的经办等问题存在一定争
议。近日，省社保局就生育“二孩”是否正常享受
生育保险等问题向省人社厅进行请示。

省人社厅批复道：根据2016年1月1日新修
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和2016年3月31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海南省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精神，自2016年1
月1日起，符合国家及我省计划生育政策且取得
生育服务证的生育保险参保人员，可按《海南省
城镇从业人员生育保险条例》有关规定，享受生
育保险待遇。

省社保局工伤与生育保险处负责人表示，对
于今年1月1日之后，领取准生证生育“二孩”的
参保人员，没有享受生育保险医疗待遇的，近日可
再凭票据进行报销。

在生育津贴方面，“二孩”依旧与“一孩”同等
标准，即顺产90天，剖腹产105天。

省人社厅透露

生“二孩”与生“一孩”
享受相同标准生育保险

本报海口5月5日讯（记者张谯
星 通讯员王书能）记者今天从海南廉
政网获悉，省纪委日前对省人民检察院
移送的省国营新中农场原党委委员、副
场长、新中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刘旭业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纪律审查。

经查，刘旭业在担任海南省国营
南阳农场党委副书记、场长期间，违反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在工程项目承建等方面为他人谋
取利益并收受财物。依据有关规定，
省纪委常委会和省监察厅厅长办公会
议审议决定，给予刘旭业开除党籍、开
除公职处分。刘旭业涉嫌犯罪问题由
司法机关继续依法查处。

收人钱财为人谋利

新中农场原副场长
刘旭业被“双开”

本报定城5月5日电（记者刘梦
晓 实习生李梦瑶 通讯员司玉）近日，
定安县依法查处了龙门镇官衙龙坡碎
石厂无证非法盗采资源案，同时定安
县检察院根据线索，立案查处了两起
公职人员涉嫌受贿案。

据了解，在接到对该石厂无证非
法盗采资源的举报并核实后，该县公
安局立即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开展查处
工作，当场控制17人。目前，案件的
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同时，定安县检察院还根据线索，
一举立案查处了两起公职人员涉嫌受
贿案。

目前，定安县纪委已介入调查，并
将严肃追究牵涉其中的党员干部违纪
行为。

定安查处两起
公职人员涉嫌受贿案

本报嘉积5月5日电（记者赵优）近日，在琼
海市阳江镇举行的纪念红色娘子军诞生85周年
暨红色旅游文化周上，一座“阳江农村淘宝店”赚
足了游客们的眼球，近百种当地特产及琼海旅游
商品纪念品令人目不暇接。据了解，这是琼海首
个农村淘宝项目。

借红色旅游文化周契机，“阳江农村淘宝店”在
阳江交流大集市农产品展销中心正式上网营业（网
址：http：//hbono.taobao.com），线下利用展销中
心展示近百种当地特产及琼海的旅游商品纪念
品。记者看到，展台上不仅有各类琼海的旅游小商
品，还有阳江豪猪肉、中原大成菠萝、潭门马鲛鱼等
琼海各镇的特色农产品。其中最受游客欢迎的是
红色娘子军用品展区，包括东坡笠、仿制刀、枪以及
红军衣帽。据了解，目前网上展销的共有18大类
95小类，品类包括旅游商品、纪念品，特色瓜果、蔬
菜、农特产、禽类等，游客可在网上下单订购。

据阿里巴巴农村淘宝海南片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阿里巴巴农村淘宝项目将会覆盖到琼海每一
个镇村，未来两年琼海预计发展120个服务站。

琼海首个农村淘宝店落户
销售近百种土特产

本报海口5月5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蒙德）今天上午，烈日当头，酷暑
难耐，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营区内
正如火如荼地开展阶段性训练考核会
操，活动共组织100余名民警参与。
期间，海口特警展示了队列和反恐实
战技能的训练成果。

在队列会操现场，全体参考民警
态度端正，严守考场纪律，相互之间
比作风、比水平、比精神，切实将平日
所学、所练发挥到了极致，整个考核
过程呈现出浓浓的竞争氛围。经过
激烈的角逐，特警支队五大队以优异
的表现勇夺第一名。

在展示反恐实战技能演练现场，
海口特警队员展示了特警战术动作、
房屋突击攻坚、攀登索降、跨越障碍
等实战科目的训练成果。参演队员
身手敏捷，科目演练过程干净利落，
他们以精湛的技战术水平，赢得了现
场观众的由衷赞叹。

据了解，海口特警结合工作实
际，加大力度开展“大训练”系列工
作，通过层层动员、周密部署、严格
训练、以考促训，掀起“比学赶帮
超”大训练活动热潮，不断增强特警
队员反恐攻坚、维稳处突等实战技
能水平。

现状 回应

海口公安特警展示反恐实战技能
精湛的技战术水平，赢得观众由衷赞叹

海口骑楼老街要拆？没有的事！
政府释疑：海口骑楼老街征收改造绝不是一拆了之

5月5日，海口市第一中学
初二年级的学生摆出数字“14”
的造型，庆祝14岁集体生日，告
别金色童年。

当天，团海口市委、海口市少
工委在海口市第一中学举办了青
少年14岁集体生日仪式。近千
名少先队员在老师和家长的共同
见证下，通过“体验亲情”“感悟友
情”“感受集体”“感谢师恩”等环
节，在庄重的仪式中告别金色童
年，踏上崭新的青春征程。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告别金色童年

海口少年集体庆祝
14岁生日 本报海口5月5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孙

文玺）记者今天从省城乡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
获知，近日该小组开展对高速公路沿线及加油站
等进行暗访督查，检查发现高速公路沿线及加油
站周边等环境卫生问题比较突出，按照规定对中
石化、中石油海南公司相关加油站负责人进行问
责处分，并曝光批评。

督查组暗访发现，目前高速公路沿线主要存在
垃圾堆积、肆意丢弃等问题。在西线高速中石化
（儋州互交旁边）双向两个加油站、临高加来入口处
匝道、老城中石化加油站出口处、西线高速昌江入
口处匝道都发现了垃圾清扫、保洁不及时等问题。

督查组已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通报，并要求属
地市县给予重罚，对中石化、中石油海南公司相关
加油站负责人进行问责处分，并给予曝光批评。
同时要求各相关单位加大保洁工作力度，抓紧组
织对高速公路沿线通道及加油站等环境卫生进行
整治，确保国际旅游岛高速公路、加油站等窗口单
位环境卫生干净整洁有序。之后，督查组还将对
检查出的问题进一步跟进。

我省整治高速路沿线
环境卫生
多个加油站负责人被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