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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我们在行动

海口市龙华区2016年
公开招聘幼儿园教师通告

经区政府同意，我局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财政差额拨

款事业编制幼儿园教师21名。具体详情请登录龙华门户

网站（网址http://www.hklhq.gov.cn），报名时间：2016

年6月29日-7月1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2：30至

5：30，逾期不受理，咨询电话：0898-66568646

海口市龙华区教育局

2016年6月15日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

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6年7月8日上午10:00在我
司拍卖厅公开拍卖：1、位于儋州市那大镇先锋路诚达小区C03号土
地使用权【土地证号：儋国用（那大）第11047号】，土地面积：260m2，
参考价：112.27 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 。2、位于儋州市白马井滨
海新区第一组团【房屋单元号：227#102】房屋一套,建筑面积：
99.4m2，参考价：48.41 万元。 竞买保证金：1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7月7日11:00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7月7日11：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

理竞买手续；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为2016年7月6日17：00前，以款
到帐为准。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户
行：工行儋州中兴支行;帐号：2201031229826405990。缴款用途处
须填明：(2016)海南二中法技委拍字第007号、竞买人姓名（如代缴须
注明代某某缴款）。

拍卖单位：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47号港澳申亚大厦2003室
联系电话：0898-31982239 13807593991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23881762

关于2016年海南省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第一批拟补助项目的公示
根据《海南省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琼财建〔2012〕1760号）、《海南省主要污染物减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琼土环资

控字〔2013〕24号）相关规定，现拟将2016年海南省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第一批拟补助项目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间，省生态环境保护
厅和省财政厅接受反映公示项目情况和问题的来访、来电。一、公示项目情况

二、公示时间:2016年6月21日至27日（5个工作日）
三、联系电话和信箱
电话：0898-65237942（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纪检组）

0898-68531653（省财政厅纪检组）
0898-65236154（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总量处）

0898-68503218（省财政厅经建处）
0898-65236152（传真）

电子邮箱：hainanzlb@163.com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2016年6月21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项目名称
海口市盈门畜牧有限公司屯昌分公司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改造工程
定安县海丰万头猪场污水处理工程
海南定安县龙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猪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
临高县波莲瑞丰养殖场废弃物综合利用改造工程
海南逸盛污水废气除臭项目
五指山市川丰工贸有限公司番阳橡胶初加工厂搬迁扩建废水处理工程
海南制药厂废水处理改造工程

项目地点
屯昌县
定安县
定安县
临高县

洋浦经济开发区
五指山市
五指山市

项目投资额（万元）
215.01
403.24
71.13
117.07
1683.41
301.91
150.37

拟补助额（万元）
64.5
121
21

35.12
199
90.57
45.11

联合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26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
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们公司联合对涉案需变现财产：位
于澄迈县老城开发区美朗小区的90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
物、机器设备，参考价：4600万元，竞买保证金800万元。现将第
二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6年7月8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金
贸中路1号半山花园晓峰阁1588室海南唐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
大厅； 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6年7月7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
买保证金时间：以2016年7月6日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
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市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09454890000415；6、缴款用
途处须按顺序填明：(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26号竞买保证金（如
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1）标的按现状净价拍
卖，所有费用由买受人承担。主拍机构：海南唐隆拍卖有限公司
电话：0898-36375711、13807631116；协拍机构：海南天都拍卖
有限公司电话：0898-31351111、18889996371；协拍机构：海南
金汇拍卖有限公司电话：0898-36656056、18976241313；法院
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公告
经研究，决定辞退定安县第二

小学长期不在岗人员莫小云、张秀

娟，如有异议，请自发布公告之日起

十五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诉。

定安县教育局

2016年6月20日

招标公告
一、采购内容
因工作需要，本单位拟采购肩扛式高清摄录像机1台和手持

式高清摄录像机5台，以及配套设备若干。
二、投标人资格审核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提供招标货物和相应技术及服务

的供应商。2、企业注册资金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
有意向投标的单位请于2016年6月27日17点前将相关资

料（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企业法人授权
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以及能证明公司资质与实力的其它证明
材料）彩色扫描件打包发送到邮箱：1712692537@qq.com，供采
购人进行资格审核。

三、招标文件获取
投标人资格审核获通过后，采购人会将招标文件电子版文档

发至投标人邮箱。
四、联系人：叶先生 电话：0898-66810806

近日，在海口世纪公园休闲娱乐的市民发现，世纪大桥两个主桥墩与水面平行处，分别套上了
一个桔红色的醒目的圆环。今天记者从海口市桥梁管理有限公司了解到，这是大桥防撞钢漂护弦，
刚刚完成施工，防撞钢漂护弦可以防止船舶被台风吹到桥墩上，导致损毁。 本报记者 古月 摄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全力推进禁毒各项工作，在打击毒品犯罪、禁毒宣传、缉毒破案、创建帮教、社区康
复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在“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为配合我省今年“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月活动，对全省禁毒工作进行多角度、
全方位的宣传报道，形成浓厚的禁毒舆论氛围，今天起，《海南日报》联合海南省禁毒委推出“禁毒，我们在行动”栏目，展示我省禁毒工作所取得
的成效，以飨读者。

■ 本报记者 丁平

“毒品是万恶之源，村民们，请远
离毒品！”“乡亲们，吸毒对个人、对
村庄、对社会的巨大危害……”2013
年7月以来，每天早上、中午、傍晚，
宣传禁毒知识的广播都会在澄迈县
金江镇长安管理站新云村准时响
起，以高音喇叭形式向全村村民输
送禁毒知识。

新云村委会位于澄迈县金江镇
长安墟，是整个长安墟的中心地带，
由于人口流动大、人员复杂，交通便
捷，这里一度成为毒品交易场所。

“2013年，整个新云村委会竟然有36
人吸毒。”新云村委会老书记邱世斌
回忆说：“更可怕的是，蔓延趋势非常
明显。”

然而，在广播宣传的影响下，村
庄正呈现出一番和谐文明景象。6月
19日，记者再次走进新云村时看到，
成群的鸡散养在村头，村民们正在地
里忙碌。“以前曾出现过村民吸毒而
导致的抢劫、失窃、打架现象，现在基
本没有了，村民可以放心养鸭、养鸡

了！”邱世斌介绍，目前，整个新云村
委会还有10多人吸毒，其他还在吸
毒的人员都已表态将尽快戒毒。

最明显的例子是阿福兄弟。阿福
的表弟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吸毒，毒
瘾较重，妻子也因此和他离婚。2014
年，在乡村广播不断地引导、教育下，他
战胜了毒魔，和一位女子再次组成家
庭。此后，他洗心革面，做起客运生意。

阿福染上毒瘾后，每个月的收入
根本不够买毒品，不得已向父母亲要
钱，后来竟将自己的小餐馆给转让了
出去。由于表弟示范、广播宣传的影
响，阿福最终戒掉毒瘾，把转让出去
的餐馆收了回来，和妻子一起经营。
如今，生意非常红火。

乡村广播切中吸毒要害，令人想
不到的是，做这件事的，是七位年龄
加在一起超过500岁的老人。他们
组建起了一支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

“老人播音班”，每天宣传禁毒。
本该是颐养天年的年纪，他们却

暮年披甲，为家园梦发挥余热。“我们
是村里老人，乡音、乡情，再加上威
信，我们来做禁毒宣传，村里吸毒者

还是听话的。”今年95岁的邱世兴老
人说，“也有个别屡教不改的，比如村
里一位李姓青年，由于没有文化、没
有就业机会，融入不了社会，碰见我
们就绕道走。最后，我们只能请求公
安机关，将他带到戒毒所强制戒毒。”

当记者问起为何要选择广播这

种宣传方式，今年73岁的邱崇雄老
人解释，广播宣传的覆盖面广，乡音
更能让吸毒人员感到亲切。最重要
的是，广播声音大，能形成一种威慑，
震慑毒品交易分子，让他们不敢再过
来。“震慑效果非常明显，现在已经没
有人敢在村里公开交易毒品了。”邱

崇雄说。
央视主持人敬一丹曾这样评价这

七位老人：面对这样的老人，除了充满
敬意，还有什么呢？而在邱世兴看来，
他只是做力所能及的事，只要村里还
有一个人吸毒，他就会做下去。

(本报金江6月20日电）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良
子）您身边有吸毒人员或是贩毒人
员吗？有人在娱乐场所吸毒、贩毒
吗？如果有，请您拨打举报电话
966123。在“6·26”国际禁毒日来
临前夕，本报联合海南省公安厅禁
毒总队开展举报吸毒、贩毒有奖活
动，您举报的线索经查属实，海南警
方将给予奖励。

据海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相

关负责人介绍，凡举报本省范围内
重大涉毒犯罪案件线索，公安禁毒
部门根据线索侦破毒品刑事案件，
查获毒品加工窝点或武装贩毒案
件并缴获枪支的，奖励五千元到两
万元。根据线索，公安机关破获一
起毒品刑事案件、缴获毒品或海洛
因（或折合海洛因）100克以上，并
抓获犯罪嫌疑人1名以上的，奖励
五千元到一万元。根据线索侦破

毒品刑事案件并缴获毒资的，按当
场缴获毒资总额的 5%-10%予以
奖励。

根据举报线索，公安机关查获
吸毒人员3名以下的，奖励人民币
200元；警方查获3名以上5名以下
的，奖励人民币500元；警方查获5
名以上 10名以下的，奖励人民币
1000元；警方查获10名以上的，奖
励人民币2000元。

澄迈七位老人组建起一支“老人播音班”，每天在广播里宣传禁毒知识

用浓浓乡音呼唤染毒浪子回头

举报吸毒贩毒有奖 请您快来举报
举报电话：966123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张谯星）记者
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经三亚市委批准，三亚
市纪委对三亚市第六届委员会原委员、市民政
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杜光讯严重违纪问题进行
了立案审查。

经查，杜光讯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款拨付、救济救灾粮采购
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其违纪问
题已涉嫌犯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三亚市纪
委审议并报市委同意，呈省纪委研究并报省委
批准，决定给予杜光讯开除党籍处分；由三亚市
监察局报市政府批准，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
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
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三亚市民政局原局长
杜光讯被“双开”

陵水一幼儿
在接送车内窒息死亡

本报椰林6月20日电（记者程
范淦 通讯员陈思国）今天，陵水黎族
自治县本号镇一幼儿园发生幼童死亡
事件，本号镇墟区的艺童幼儿园在接
儿童上学时，将一名幼儿遗留在接送
车内导致其死亡。

据了解，本号镇墟区的艺童幼儿园
早上将幼儿接到学校后，管理人员没有
清点下车人数，将一名幼儿遗留在接送
车内，导致该幼儿在车内窒息死亡。

事件发生后，陵水县委、县政府
高度重视，有关领导带领相关部门
负责人赶赴现场对家属进行慰问安
抚，帮助家属做好善后工作；陵水县
公安机关人员赶到现场调查，控制
该园5名管理人员，并对此作进一步
深入调查。

据悉，艺童幼儿园之前曾向陵水县
教科局提出办园申请，教科局同意其筹
设，并要求该园在筹设期间不得招生。

今晚，陵水县委、县政府立即成立
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并责成陵水县
教科局立即召开全县幼儿园园长会
议，对此事进行举一反三，开展警示教
育，坚决杜绝今后类似事件发生，并启
动对有关责任人进行问责；明天将对
所有幼儿园开展大检查，建立长效的
监管机制。

周云章同志逝世
海口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离休干

部周云章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6
月18日在海口逝世，享年97岁。

周云章同志系河南郾城县人，1938年
10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抗日战争时期服务团副团长，新
四军五师师部电台三台台长，河南省郾城
县一区、二区、四区政府区长，郾城县政府
教育科长、建设科长、县府秘书、代理县长，
海南文昌县副县长，海南盐务处副处长，海
口市委农村部部长，海口市郊区党委书记，
海口市委常委，海口市卫生战线政委、主
任，海口市计委主任，海口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等职。1983年10月离休（副厅级）。

周云章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
2016年6月22日上午9时30分在海口市
殡仪馆举行。

海口市人大联系人：李婷，联系电话：
18789391927

联 系 人 ：周 超 ，联 系 电 话 ：
13907588323; 刘 椰 荔 ，联 系 电 话 ：
13307619527

中共海南省委老干部局
2016年6月20日海口世纪大桥穿上“防撞衣”

林泉同志逝世
海口市政府原副市长、离休干部林泉

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6月18日
在海口逝世，享年94岁。

林泉同志系海南省文昌市人，1940年
6月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6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琼崖抗日公学学员，文昌县
抗日政府政治工作队分队长，文昌县抱绵
乡乡长，文昌县政府文教科长，海南行署文
教处主任，海南区党委宣传部主任，海南中
学书记兼校长，海口市委文教部长、副市
长，海口市委常委兼市委秘书长，海口市委
党校校长，海口市“两委”办公室主任，海口
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海口市委常委兼
副市长等职。1991年1月离休（副厅级）。

林泉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6年
6月21日下午3时在海口市殡仪馆举行。

联 系 人 ：马 书 华 ，联 系 电 话 ：
13976909066

海口市政府办公厅联系人：张先生，联
系电话：13907661789

中共海南省委老干部局
2016年6月20日

开
栏
的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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