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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定城5月11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司玉）今天上午，在定安
县塔岭工业园区某生产粽子食品公司
的厂房里，经过洗粽叶、配料、捆包、蒸
煮、杀菌、包装等环节，一个个粽子被
生产出来。公司里的热线电话也不断
响起，临近端午节，订购粽子的商户越
来越多，平均一天能卖出一万个。

定安县内大大小小的粽子生产

商有30多家。
2014年3月，“定安粽子”在定安

县获得该县第一个国家地理标志商
标，更为定安粽子的品牌增添色彩。

在 2015 年定安全县就销售了
800多万个粽子，销售额破亿元。在
即将到来的 2016 海南名粽展销会
上，定安县已确定将有16个粽子生
产厂家参加展销会。

定安：

16家粽子企业参加展销会
本报金江5月11日电（记者李

佳飞 特约记者陈超）走进澄迈县瑞
溪镇的街道，淡淡的粽香味扑鼻而
来。曾德宪家的粽子作坊尤其引人
注目。据介绍，“老曾家”包粽子已有
近百年历史，曾德宪是曾家第三代

“粽子传人”。
曾德宪说，在他的父亲还小的时

候，他的爷爷和叔公在瑞溪摆摊卖粽

子就已经小有名气了。当时，曾家人
不仅挑着担子到长安、美亭等地卖粽
子，有时也到海口东山一带。除了传
统猪肉咸蛋黄粽子都选用海南最好
的粽叶和黑猪肉外，还会利用澄迈当
地的美食原料，例如腊肠、咖啡等，包
出新鲜口感的粽子，市场总体反响不
错，“平时一天能卖1500个，端午节
前后一天至少卖上6000个！”

澄迈：

瑞溪粽包出咖啡口感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洪
宝光）海南味道，“粽”所周知。5月
14日至15日，在海口望海国际广场
举行的2016中国·海南名粽展销会
期间，包粽子比赛、粽子产品展示走
秀等现场互动将展现在市民面前，想
尝试的市民可到现场零距离感受。

为了让更多市民了解和学会包

粽子，主办方将邀请有经验的包粽子
专业人士到现场进行演示，并指导市
民包粽子以及相关注意事项。除了
学习包粽子外，还将举行包粽子比
赛，让有包粽子技能的市民有机会一
展身手。通过技能比赛，提高包粽子
水平，让更多人了解和掌握包粽子技
术。

对于即将到来的名粽展销会，
儋州、定安、澄迈、万宁等市县粽子
销售企业负责人表示，现场将免费
指导市民如何包粽子，如何选购粽
子等。

为了扩大我省粽子知名度，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通过旗下全媒体宣传
平台和岛外媒体资源，打造端午海南

名粽展销会，通过新颖、创新、互联网
的力量做大做强海南粽子品牌和拓
宽销售渠道。

据悉，名粽展销会除了现场集
中展销粽子外，南海网将搭建网上
展销平台，打造互联网+粽子，延伸
粽子销售链条，带动粽子销售，促
进农民增收。

这个周末，邀你到海口望海国际广场包粽子

■ 本报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 徐海军

“‘手续费’也交了，低保申请了几
回却还是没回音，当时的日子真过不
下去了！”说起两年前的遭遇，白沙黎
族自治县打安镇阜托村村民曹某仍摇
头叹气。

曹某因生活困难，曾向白沙打安
镇民政助理吴永深递交低保申请书和
申请表，但吴永深均以不符合条件为
由不给办理。

后来，有人“指点”曹某：“要想办
低保还得交‘手续费’，‘手续费’就像
车票，没有票就不能上车。”无奈之下，
本就生活拮据的曹某经历诸多周折，
东挪西借终于筹到4000元钱，向吴永
深交了“手续费”。然而，“手续费”是
交了，但曹某的低保却迟迟办不下来。

万般无奈之下，2014年5月，曹
某向白沙县纪委如实反映了情况。该
县纪委立即组织调查组进行核实，迅
速查明了吴永深通过“中间人”向曹某
索要“好处费”的事实。

而吴永深得知纪委正在调查此
事，赶紧向曹某补开了一张4000元的
借条，借款日期是2014年5月1日，
并于2014年 5月 10日上午将4000
元退还给曹某。

然而，这些小伎俩和障眼法终究

逃不过办案人员的眼睛。2014 年
11月12日，白沙县纪委常委会讨论
决定，给予吴永深留党察看一年的
处分。

“基层群众身边的吃拿卡要、与
民争利等微腐败问题是我们一直以
来关注的重点，我们将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通报一起，以警醒那些心存
侥幸的人。”负责调查该案的白沙县
纪委干部说。

（本报牙叉5月11日电）

【执纪者说】
“蚊蝇”若乱舞，就会损害群众切

身利益，侵蚀党群干群关系，动摇党的执
政根基。纪检监察机关要重点整治群众
身边的“吃拿卡要拖”、“雁过拔毛”、优亲
厚友等突出问题，严抓严管，公开曝光典
型案例，做到“查处一案，震慑一片”，坚
决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将全面
从严治党要求更多地向农村、社区延伸，
让人民群众切实享受正风反腐“红利”。

——白沙县纪委 符桂理

白沙一镇干部收受“好处费”被处分

办低保竟索要“手续费”，严查！
微腐败
监督哨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
员谢凤鸾）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屯昌县
纪委日前对该县市政管理局原局长陈伟严重违
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陈伟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在市政改造工程承包等方面为他
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依据《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
定》等有关规定，屯昌县纪委、县监察局审议并
报县委、县政府批准，决定给予陈伟开除党籍、
行政撤职处分，降为科员；收缴其违纪所得。

屯昌市政管理局
原局长陈伟降为科员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张谯星）记者
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海口市美兰区纪委近
日根据群众反映的情况，及时约谈一名党员干
部，制止了一起大操大办婚宴行为。

据了解，4月29日，群众反映海口市美兰
区灵山镇新琼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吴才
明将于4月30日在美苑路某酒店大操大办儿
子婚宴。为防患于未然，美兰区纪委立即对吴
才明进行约谈。

海口美兰：制止一起大
操大办婚宴行为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
员魏小青）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东方市
纪委日前对履行监督责任不力、导致出现领导
干部大操大办婚宴问题的该市华侨经济区纪工
委书记符海平、副书记秦有奇进行诫勉谈话。

据了解，日前，群众向东方市纪委反映该市
华侨经济区管委会副主任李秀琴、市华侨农场
橡胶加工厂厂长王建平夫妇为其儿子大办婚
宴、借机敛财的问题。两人随后分别被给予党
纪政纪处分。

在谈话中，两人对履行监督责任不到位的问
题进行检讨，表示将坚持抓早抓小，强化对干部
的教育、监督和管理，严防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

因履行监督责任不力

东方华侨经济区纪工委
正副书记被诫勉谈话

■■■■■ ■■■■■ ■■■■■

5月10日，澄迈县金马现代物流中心京东（海南）运营中心。经过半年多的建设，落户澄迈县金马现代物流中心的京东（海
南）运营中心总面积52071平方米的4栋建筑竣工，并于近日投入试运营。

京东项目是海南省重点扶持的“十二个重点产业”之一的现代物流项目，主要为阿里巴巴、京东商城、亚马逊等大型电商进行
仓储配送配套服务，为客户提供物流配送、货到付款、移动POS刷卡、上门取换件等服务。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本报三亚 5 月 11 日电 （记者
陈雪怡）我省首个工商局网络市场
监测中心——三亚市工商局网络市
场监测中心今天正式启用，旨在加
快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工作，
构建线上线下全覆盖、全业务领域
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市场监管新
格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海南的网络市场发展迅猛。其中，以
在线旅游为代表的电商经营者，在助
力三亚旅游业发展上发挥了重要的
推动作用。同时，部分经营者的违法

行为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也影响三亚
城市形象。

三亚市工商局网络市场监测中
心的定位是立足三亚，服务“大三亚
旅游经济圈”，辐射全省。今年，三亚
将充分发挥该网络市场监测中心的
作用，全力做好网监工作，坚持线上
线下相结合，通过线上检查和发现，
对线下开展执法工作，规范市场经营
行为。

三亚市工商局将进一步完善网
络经营主体核查，违法行为案件线索
搜索、网络经营环境监测等，为网络

市场执法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并将监
测范围逐步扩大至保亭、乐东、陵水
等地，统筹4个市县的执法力量做好
网络市场监管、执法和维权工作，形
成网络市场执法合力，服务“大三亚
旅游经济圈”发展。

此外，在已经与携程网、去哪儿
网、艺龙网等8家平台电商建立平
台规范协作机制和维权协作机制
的基础上，三亚市工商局将争取与
更多的大型平台电商建立维权协
作机制和平台规范协作机制，利用
监测到的违法经营数据，督促平台

网站开展自我清理和规范，实现
“以网管网”。

据悉，2015年，三亚市工商局共
查办网络案件 32宗，罚没款 52 万
元。今年以来，该局先后约谈携程、
途牛等平台网站负责人22次，召开
专项清理工作座谈会5次，开展餐饮
团购网站清理和无证照家庭旅馆清
理工作，共清理不合格餐饮供应商
219家，下架不合格产品1892个；清
理下架2121家无证照家庭旅馆发布
的4528套住房，取得了较好的市场
清理整顿效果。

我省首个工商局网络市场监测中心在三亚启用

网络市场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

我省7所公办高校
有了大学章程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云慧明）日前，经过初审、
省高校章程核准委员会审议、省教育
厅党组会审定、报请省政府同意等程
序，省教育厅正式发布了海南经贸职
业技术学院、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和海南政法职业
学院等4所公办高职院校章程核准
书，标志着我省公办高校章程制定核
准工作基本完成。

根据国家和我省关于制定核准公
办高校章程的要求，我省自2014年开
始启动公办高校章程核准工作，报请省
政府同意组建了海南省高校章程核准
委员会，成立了高校章程核准专家咨询
委员会，分三批次依法核准发布了海南
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学院、海南
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海南软件职业技术
学院、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海南政法
职业学院等7所公办高校章程。

目前，除海南热带海洋学院转型、
琼台师范学院升格本科等特殊情况
外，我省已基本完成公办高校章程核
准工作。这也是建省办经济特区以
来，我省第一次依法核准发布公办高
校章程，是我省学校章程建设工作零
的突破，为实现公办高校依法自主管
理、加快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完善内部
法人治理结构提供了总纲领，也为我
省进一步推进依法治校、依法治教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省质监局减免收费服务企业

6项行政事业性
收费本月起免征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刘
袭 通讯员符丹丹）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进一步减免收费，扩大服务企业的范
围。记者今天从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获
悉，海南决定取消质检系统社会公用
计量标准证书费等6项行政事业收
费，从5月1日起开始执行。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扩大6项计
量收费免征范围》的通知要求，免征
的6项行政事业收费包括：社会公用
计量标准证书费、标准物质定级证
书费、国内计量器具新产品型式批
准证书费、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考
核费、计量考评员证书费、计量授权
考核费。

省质监局行政审批办副主任许
锋介绍，这6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
征范围由现行对小微企业扩大到所
有企业和个人，有利于进一步为企业
减负，促进经济发展。他说：“以计量
授权考核费为例，这项收费主要是针
对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每四年复审
一次，每次收费根据级别不同（国家、
省、市、县），从 2000 元至 600 元不
等，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取消收费
后，可以为企业节约这部分费用，减
轻企业负担。”

昌江“霸王岭山鸡”荣膺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本报石碌5月11日电（记者邓海宁 特约
记者陈家贞 通讯员李德乾）记者从昌江黎族自
治县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霸王岭山鸡”成功通
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荣膺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成为昌江又一特色品牌，实现了
昌江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方面零的突破。

据介绍，昌江“霸王岭山鸡”具有抗逆性强、
适应性广、粗养粗放、采食量少、成活率高等优
点，是国内不可多得的地方原始鸡种。“霸王岭
山鸡”成功通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不
仅实现了昌江县农业品牌新的突破，还将在剧
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更高效益，进一步打响昌
江农产品品牌，提高昌江优势农业资源投资开
发吸引力，为建设“纯美昌江”特色品牌农业添
上重要一笔。

非洲五国驻华使节
到访三亚
商议丝路商学院合作项目

本报三亚5月11日电（记者孙婧 实习生
陈军）今天，来自非洲的喀麦隆、布隆迪、坦桑尼
亚、刚果及乌干达等国的驻华使节到访三亚，并
就举办非洲丝路商学院及非洲留学生招收事
宜，与三亚学院进行商榷。省教育厅有关负责
人表示，未来海南将重点加强对非洲等地区的
教育文化交流。

三亚学院校长陆丹称，此次中非教育合作
是丝路商学院计划的一项重要布局。依托丝路
商学院，该校拟招收更多非洲国家优秀学生及
特长学生，提供工商管理方向的国际产能合作
专业，以及国际贸易管理方向的自贸区管理专
业的国际教育。

喀麦隆共和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马丁·
姆巴纳表示：“这次访问三亚并探讨双边教育合
作是恰逢时机，三亚的气候环境、植被、饮食特
点与非洲地区相似，相信我们的学生会很快适
应这里。”他表示，他们回到非洲后会向其他非
洲国家反馈本次访问情况，进一步促进非洲国
家与三亚的教育合作。

据悉，2015年在南非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
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了包括加强人力资源培
训等教育领域的合作重点。省教育厅副厅长廖
清林表示，海南与中东非国家同样处于海上丝
路前沿，且海南省教育“十三五”规划的任务之
一就是加强对非洲等地区教育文化交流，因此
此次使节团来三亚学院，探讨合作举办丝路商
学院及留学生招收事宜，就是加强国际教育合
作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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