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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通讯员 黄兹志

6月20日，午后阳光正烈，文昌市
龙楼镇安置区的联排别墅前，星光村
委会昌后村民小组村民陈彩妹正悠闲
地坐在树阴下乘凉。因航天城落户星
光村，2010年春节后，陈彩妹一家五
口成为首批住上安置区的失地农民。

“建航天基地是国家政策，必须支
持！”陈彩妹告诉记者，乔迁之后，居住
环境得到大大的改善。“现在就在家门
口做点小生意。”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中心全市
范围内用地面积17478亩，涉及迁24
个自然村、2392户，像陈彩妹这样的
失地农民，全市共有10840人。

土地，是村民们赖以生存的根基，
也是文昌航天城建设的根基。正是当

地村民们积极配合，干部们攻坚克难，
才能在5年间实现快速和谐征地，为
建设航天城“让路”，才有了龙楼小镇
今日焕然一新的面貌。

在文昌航天服务局的办公室里，曾
在原文昌航天建设项目指挥部负责征地
工作的退休干部林明群仍在发挥余热。

“我当时负责 4个村，涉及 206
户，常住人口846人，共2600亩征地
任务，是航天城第一批征地任务。”林
明群说，2007年10月开始，在文昌市
委市政府的牵头下，成立了文昌航天
建设项目指挥部并开展征地搬迁工
作，共选派600多名干部长期在一线
进行征地搬迁安置等工作。

为了加大推进力度，林明群“贴
身”与农民交心，进行土地摸底工作。
谁家有青苗最多、谁家有蛙池、谁家屋

子最大，他都了然于胸。“为准确地掌
握村里的土地情况，我们还专门去档
案局拿土地档案。”

交心、摸底，反反复复地和村民开
会，讲解航天城落地文昌的国家战略
的重要性，分析星光村村民借航天城
机遇迎来的发展前景，林明群开始寻
找“能说知心话的人”。

这个人正是星光村委会南海山村
民小组新加坡华侨符芳俊。趁着他春
节回家祭祖，林明群夜里请他到镇上
喝茶并说明来意。“搬吧！这是国家大
事，我们一定要支持政府！”符芳俊作
为家里的老大哥，回家后给几个弟弟
做思想工作，很快，符芳俊的老屋——
龙楼镇上的一栋两层楼，成为该组第
一个成功拆迁的村屋。

和林明群一样，作为原文昌航天

建设项目指挥部的主力成员，符史群、
蔡亲环曾被称为“最佳拍档”。

“航天城发射在即，我们老同志
内心十分激动！可以说，航天城的
每一寸土地都流下了我们工作组的
汗水，更离不开村民们的配合和支
持。”蔡亲环笑着说道。

星光村委会耳山村民小组原有一
片洼地，土地归属十分复杂。蔡亲环
说，经常是符史群在一边召集村民开
会处理纠纷，他就在旁边搬个小板凳
坐着等。所幸，该村一名资料员谢献
尧主动找到工作组，出示了一张上世
纪八十年该村分土地时的示意图，才
解决了这件棘手的事。

“征地中遇到类似这种洼地的太多
了，纠纷组每重新确认一次土地面积，
我们测量组就要脱鞋进水，反反复复。

有的村民说他来帮我们测，但这是很专
业的事情，我们心领了。”蔡亲环说。

据介绍，三位退休老同志所接触的
征地工作中，耗时最长的一块地花了两
个月的时间，面积最小的一块菜地才
0.253亩，但是工作组也丝毫不马虎。

文昌航天服务局局长范会海介
绍，航天城的征地工作基本在2011年
已结束，原文昌航天建设项目指挥部
也光荣结束历史使命。文昌航天发射
基地首发在即，文昌航天服务局目前
主要负责与基地协调相关工作。

据了解，文昌为航天城失地农民
安排安置区总用地面积1308亩，其中
龙楼安置区1032亩，东郊安置区98
亩，外出人员及侨胞安置区250亩，建
设联排统建房1086套，公寓安置房
100套。 （本报文城6月20日电）

文昌5年征地17478亩

和谐征地为航天城建设清障铺路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刘
袭 通讯员符丹丹）记者今天从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获悉，从21日开始，该局将
深入到市县，就全省质监系统开展气瓶
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进行现场督查。

16日，“承诺与兑现——2016年
海南党风政风行风建设社会评价公
开评价”现场直播节目，曝光了我省
存在违法改装报废气瓶、质监部门
监管不到位的问题。事后，省质监
局立即采取措施整改，在全省启动
了液化石油气钢瓶安全专项整治行
动周活动，对省内所有气瓶充装站

和检验站进行全覆盖检查，坚决履
行好在节目中向社会做出的承诺。

17日，省质监局召开局长办公会议
专题研究整改事宜，决定在全省质监系统
用一周时间集中开展气瓶安全专项整治
行动，一方面严格查处气瓶充装站、检测
站违法违规行为，一方面强化系统内部履
职尽责的督促检查，查清不落实的事，找

出不作为的人，追究不作为的责委托方。
18日和19日，各市县直属质监

局全面启动了气瓶专项整治行动。
两天内，全省质监系统共出动执法人
员 400 多人次，查出可疑气瓶 251
只。对查出的可疑气瓶，正安排专家
进行进一步的技术核查。

今天，省质监局汇总分析了前两

日气瓶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要求
通过全覆盖的检查，进一步摸清全省
气瓶安全底数，及时梳理执法检查发
现的情况，进一步弄清气瓶安全和气
瓶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在依法惩处
气瓶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的同时，进一
步完善监管方式和监管手段，完善气
瓶安全监管的长效机制。

省质监局就报废气瓶违法改装监管问题进行整改

两天查出可疑气瓶251只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杨艺
华 通讯员陈媛）今天，记者从海南邮政
获悉，为了见证和记载文昌航天发射中
心首次发射和我国长征七号运载火箭
首次发射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丰
富文昌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海南邮政
将特别发行“双首发”纪念系列邮品。

据了解，该系列邮品包括纪念封、
邮资封、明信片、邮资明信片、邮折和邮
册。主要突出了文昌航天发射中心、长
七运载火箭、文昌魅力侨乡等元素。

海南邮政还正式启用了文昌航天
邮局邮资机宣传戳，并发行文昌航天
邮局邮资机戳启用纪念封。海南邮政
在中国集邮网上营业厅海南专区及海
南函件集邮微信商城预售相关邮品，
并将于首发当日在龙楼、文城等地提
供盖戳等服务。

省邮政将发行纪念
“双首发”系列邮品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周晓梦）“空
气质量指数为优，PM2.5浓度为9ug/m3……”
在琼海金海岸酒店大堂，有一台方方正正的机
器，上头实时滚动显示着PM2.5、二氧化硫、二
氧化氮等各项空气质量监测指标，这台实时告
知空气质量的“神器”，是环境空气质量多媒体
发布机。

按照省政府近日出台的《海南省环境空气
质量信息发布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我
省将在办公区、交通站点及重要公共场所，覆盖
安装多媒体发布机和LED全彩显示屏，建设信
息发布系统，准确、实时地向社会公众公开环境
空气质量信息。

《方案》指出，我省将于9月完成空气质量
信息发布系统建设，10月开始正式对外发布
空气质量信息。根据规划，我省将在省委、省
政府和各市县党政机关办公区，博鳌亚洲论
坛会场、博鳌亚洲论坛大酒店大堂等博鳌亚
洲论坛相关区域，以及机场、汽车站、火车站、
港口轮渡候客区、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等重
要公共场所建设环境质量信息显示系统。信
息发布载体优先选择LED全彩显示屏，其次
为多媒体机。

空气好不好 一看便知晓

我省空气质量信息
发布系统9月底前建成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张江波）近日，省社保局
收到国家人社部社保中心印发的《关
于2015年度设备保险主要业务工作
考核情况通报》，通报指出，海南省社
保局在2015年度社保主要业务6项
考核内容中荣获4项先进。在全国
67家省级及单列市社保经办机构中，
同时获得4项表彰的仅3家。这是海
南省社保局继2014年度之后，再次同
时荣获4项表彰。

据悉，国家人社部社保中心依据
社会保险主要业务工作考核标准，综
合考核评出了2015年度全国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经办管理先进单位
23个、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管
理先进单位20个、基本医疗保险经办
管理先进单位22个、工伤保险经办管
理先进单位16个，社会保险经办管理
特殊贡献单位2个及社会保险经办管
理创新单位2个。

海南省社保局则荣获“全国城
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经办管理
先进单位”“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经办管理先进单位”“全国基本
医疗保险经办管理先进单位”“全国
工伤保险经办管理先进单位”四项
表彰。

全国2015年度社保工作
考核结果出炉

我省获4项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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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航天火箭首飞

6月16日，航拍文昌市龙楼镇希尔顿酒店，这里是文昌8个火箭首发观看点之一。 本报记者 张杰 摄六月文昌 海天尽染

首发临近 游客增多

文昌客房、
餐饮需求上涨

本报文城6月 20日电 （记者刘笑非 通
讯员黄兹志）“吃、住、行、游、购、娱”，是人们
常说的旅游六要素，随着文昌航天发射基地
火箭首飞的日益临近，文昌市也围绕这六个
方面做足了文章。记者今日专程赴文昌市
区、龙楼镇及周边乡镇，一探酒店及餐饮接待
情况，感受文昌市旅游接待行业为火箭首飞
所做的准备。

“24日至26日三天时间，最受游客欢迎，
每天都有400间左右的客房预订量。”鲁能希
尔顿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客房需求仍然较
大，不少游客仍通过电话、网络渠道预订住
宿。而不少位于龙楼镇墟的酒店也受到游客
追捧，记者走访发现，许多酒店前台给出“客
满”的回答。

记者从文昌市旅文委了解到，截至20日下
午的摸底情况显示，文城镇及龙楼镇的酒店最
受游客欢迎，提前5日预订客房的游客占大多
数，不少游客甚至在月初就已经订好了客房，为
观看火箭首飞抢占先机。

除酒店、宾馆外，社会旅馆在此次火箭首飞
旅游接待中也将起到重要作用。据文昌市旅文
委统计，全市1.15万间客房都以社会旅馆为主，
他们也都通过各种渠道向外发布了客房预订信
息。“铜鼓岭脚下和八门湾畔的两家民宿客房都
快订满了。”文昌市南洋兄弟民宿老板云永悦
说，在准备好客房之外，民宿还储备了大量餐饮
接待物资和宿营帐篷等，力争为省内外游客提
供多元化的旅游服务。

记者还了解到，整个龙楼镇的餐饮企业
都已经忙碌了起来，除了储备必要的食材
外，还根据文昌市食药监部门的要求整饬一
新。据悉，文昌全市的餐饮服务企业共2132
家，日接待能力能达到 8 万人次，而龙楼镇
通过前期筹备，目前仅镇墟就能同时容纳万
人就餐。

“为迎接此次火箭首飞，我们对全市的酒
店、餐饮服务企业进行了服务技能和安全培训，
保障首飞期间的旅游接待质量。”文昌市旅文委
主任薛向文说，此外还联合食药监、工商、消防
等部门一起对酒店、餐饮服务企业进行监督，并
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力度。

记者从文昌市物价局获悉，在火箭首飞准
备期间，物价部门已根据相关规定对旅游饭店
客房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管理，并对各宾馆、酒
店的备案价格进行公示，同时做好旅游景点门
票明码标价工作。

我省组织“三师”
助力村镇特色风貌保护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
苏乾）记者今天从省住建厅获悉，省住建厅通过
印发《“三师”（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志愿者
下乡服务工作方案》，召开和举办座谈会、动员
会、培训班等形式积极推动“三师”志愿者下乡
服务活动。截至目前，全省已有50家单位、企
业及高校，近700人踊跃报名参与，并已经陆续
奔赴市县进行帮扶。

5月初，“三师下乡”活动正式全面启动，该
活动受到极大关注，持续一个月有近700多名
志愿者积极报名参加该活动。目前，全省各住
建（规划）局、乡镇与各单位企业的联系网络已
经建立，每个乡镇都确定有一至两家公司的志
愿者对口帮扶。记者从住建和规划等行业单位
了解到，各个单位志愿者已经陆续奔赴各市县
开展帮扶活动。

◀上接A01版
三顾茅庐又软磨硬泡，“没几个月，每
个人就跑掉了好几斤肉……”

他们的诚意，打动了一颗颗热爱教
育的心。如今，政法职业学院培训教育
师资名单上，除了学院领导，还有清华
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的名师和来
自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等机关的干
部。

负责排课的教师周文妙很是感
动：“只要学员对课程有所需求，向单
位请假过来教学的机关干部很多，打着

‘飞的’赶来上课的教授也不在少数。”

培训课讲到田间地头

路过实训楼的人们，常常可以看
到一个颇有意思的场面：继续教育部
工作人员一会儿排成三角形，一会儿
排成直线形，还不时振臂高喊着什么。

原来，他们是在为讲授《突发事件
应对演练》课程做准备。继续教育部
副主任文维透露，“通过多方学习和多
次演练，我们已经逐步摸索出群体性
事件发生时，领导干部、公安干警等不
同群体应该采取何种站位、举止、言辞
等，才能取得最好的调解效果。”

《突发事件应对演练》课程只是

针对“突发性事件应对与处理能力提
升培训班”开设的重点课程之一。近
几年，政法职业学院不断创新培训模
式、建设精品课程和采用独具特色的
警务化培训管理方法，已经形成了一
套涵盖十余个主题的培训菜单，可供
参训单位自主“点菜”。

比如，刚参加工作的公务员可以
选择“海南省公务员初任培训班”，村
社区干部可以选择“农村纠纷调处能
力法律培训班”，政法干警可以选择“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培训班”……这些班
次和课程针对性强、操作性强，大大提
升了培训效率、彰显了培训效果。

文维说，为了让教学内容入脑入
心，他们不断压缩“讲授”部分，拓展

“实践”环节，“以培训农村干部为例，
我们会安排学员观看学生排演的西
环高铁征地拆迁情景剧，还会邀请他
们上台扮演角色融入剧情，以牢记知
识进而运用到今后的工作中去。”

他们还将培训课程讲到了田间
地头，站在农村干部群众劳作生活的
土地上宣扬法治精神——“农村法律
明白人”培训班在部分农村试点后逐
步推开，被当作我省填补农村法律服
务人才空白的有力探索，先后被中国

共产党新闻网及省内外多家媒体宣
传推广，已经成为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订单式培训的品牌之一。

用行动诠释“奉献”

说起工作常态，继续教育部工作
人员无一例外地回答：“寒暑基本无
假，双休基本不休。”虽然培训课程供
不应求，但还不至于把他们的时间

“挤占”至此。据统计，5年来，除举办
了492期干部培训班之外，政法职业学
院还承担了包括海南省公务员考试、海
南省法官及检察官员额制选拔考试在
内的245场考务工作，为15万余名考
生提供了服务。

组织一场大型考试绝非易事，场
地、餐饮、相关设备等均要确保万无
一失，想起2014年的超强台风“威马
逊”，继续教育部培训中心总经理黄
金成心有余悸：那一天，肆虐的风雨
阻断了水电的供应，可学院里还有部
分学员没能及时撤离，更重要的是，
将在次日举行海南省公务员面试。

这支铁打般的队伍穿越重重阻
碍，第一时间重新站到了一起。因为
水漫全城，有人涉水而来，有人坐着
摩的穿越了半个海口。点着蜡烛，啃

着饼干，他们穿着湿透的衣服来回奔
走，就连打个电话都要开车到几公里
外才找得到信号。

留守的学员和赴考的考生都没
能想到，第二天，他们竟能在发电机
的轰鸣声中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那可是在自己家里也不一定能享受
的“待遇”。而这些坚强有力保障正
是得益于政法职业学院实施的精细
规范化管理服务。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人们感动
于他们的付出，甘愿追随着他们的脚
步——有的干部惯来懒散，自从接受
了警务化管理，开始挺直腰杆走路；
有的干部不讲卫生，因为老师总跟着
他捡烟头，从此不敢随地乱扔；有的
干部办事只讲蛮力，学法懂法之后事
事先从法理上寻找依据……

如今，政法职业学院已经挂牌成
为我省公务员、政法干警、基层干部、
农村“两委”干部及青海省司法厅、清
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单位的指定
干部培训基地，拥有了很高的知名
度、美誉度。但学院党委更看重的，
是这支团队用行动诠释了何为奉献，
是他们洒下的汗水，在海南经济社会
发展这条大河里激起了小小的浪花。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

汗水涤洗勋章 赤诚铸就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