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关注“海南廉政”微信公
众号，发送评价和留言。

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承
诺与兑现”平台：

1、关注海南日报微信公众
号（微信号：hnrb1950），点击底
部菜单栏“承诺与兑现”即可进
入报料页面，填写姓名、联系方
式及报料内容，提交即可完成报
料（也支持匿名报料）。

2、将有关报料直接发送到
邮箱zfwbl@qq.com。

3、报料可拨打海报集团新
闻热线：966123。

三、拨打海南新闻广播《党
风政风行风热线》联系电话：
66831886。

四、关注“海南新闻频道”微
信公众号，发送评价和留言。

线索征集平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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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种类和数量
较多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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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来琼种类和数量
较多的鸟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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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报考公办乡村小学免培生
2016年海南师范大学向全省招收公

办乡村小学定向免培生，有岗有编有生活
补贴，免学费及住宿费，欢迎应届考生报
考！详情关注海南师范大学招生信息网！

咨 询 电 话 ：0898- 65888710
65880571（传真） 联系人：韩老师 胡老师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周
晓梦）本报6月20日A06版刊登《栗
喉蜂虎鸟有家不能归》文章，报道“国
家‘三有’保护动物”栗喉蜂虎鸟在海
口西海岸栖息繁殖地遭非法采砂破坏
的消息。海口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

视，要求国土等相关部门、秀英区委区
政府等开展深入调查，打击非法采砂
行为，保护栗喉蜂虎鸟生存环境。

今天上午，记者再次来到海口西
海岸，看到国土、城管、环保等相关部
门正在现场部署查处非法采砂行为，
工程车在回填原先被采砂挖掘后留
下的水池。“我们昨晚11点左右，在
这片区域发现两起非法采砂行为，已

当场制止。”秀英区国土资源执法大
队有关负责人卢业民介绍说，执法队
伍已加大对金沙湾巡查，后续将采取
相应措施拆除抽砂浮台、抽砂管道
等，全力制止非法采砂行为。

据海口市国土资源执法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由于栗喉蜂虎鸟栖息
的这片区域，属于金沙湾片区，虽有
大量的砂子储量，但因地处滨海沿

线，属咸水砂，不能用于一般建筑，并
且该片区非法采砂行为一直是市、区
两级政府关注的重点，政府多次组织
相关职能部门联合打击非法盗采行
为，但仍有非法采挖人员屡屡顶风作
案。对此，国土部门将对该片区的非
法采砂行为进行全天候巡查和常态
化打击，坚决遏制非法采砂行为，还
栗喉蜂虎鸟一片“净土”。

据嘉道理中国保育驻海南自然
保育主任卢刚介绍，栗喉蜂虎鸟在我
省澄迈、文昌、东方等市县也有发现，
但是数量并不多。在海南观鸟会的
观测记录里，海口西海岸一带是栗喉
蜂虎鸟在海南最集中的一个栖息
点。他建议，可考虑把这里一部分区
域用作绿化用地或建设成保护区，让
栗喉蜂虎鸟安心住下来。

相关部门全力打击非法采砂行为

让栗喉蜂虎鸟安心住下来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周
晓梦 单憬岗 通讯员卢刚）海南夏季
水鸟与冬季的有什么不同？有哪些种
类在海南度夏和繁殖……为了解海南
夏季水鸟的情况，6月17日-19日，我
省开展首次海南岛夏季沿海水鸟调
查，调查共记录到35种1435只水鸟。

调查结果显示，在记录到的水鸟
中，种类和数量比较多的类群是鹭类
（9种596只），鸻鹬类（15种422只）
和鸥类（6种373只）。鸟类种类和数
量都较多的区域是海口东寨港、海口
新埠岛和儋州新盈。

此次调查分北、东、西三条线路，

包括东寨港、清澜港等23个区域。
据了解，我省温暖的气候和良好的自
然环境每年都会吸引大批候鸟前来
越冬，故以往对海南水鸟的调查研究
工作主要集中在冬季。

与冬季调查的结果比较，夏季来
琼水鸟的种类和数量均有不同程度的

减少，尤其是鸻鹬类和鹭类。但鸥类
的种类为海南历次水鸟调查中最多的
（6种），鸥类的数量占水鸟数量的
26%，也远高于冬季。原因是粉红燕
鸥、黑枕燕鸥、白额燕鸥、褐翅燕鸥、须
浮鸥等几种鸥类在海南近海区域繁
殖，夏季它们会相对集群，容易观察。

调查中发现的一个比较有趣的现
象是，有不少海南冬季候鸟的种类也
在夏季出现，包括黑翅长脚鹬、中杓
鹬、红脚鹬等，它们是否会在海南繁殖
还有待深入的观察和研究。据了解，
此次调查由全球环境基金支持的海南
观鸟会等单位组织开展。

我省首次夏季沿海水鸟调查结束

发现35种1435只水鸟来琼度夏

我省银企合作又下一城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
与海南农垦集团开展战略合作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梁磊）6月21日下午，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南省分行
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邮储银行海南省分
行将充分发挥网络、资金、服务实体经济优势，
进一步深化与省农垦集团的合作，实现双方强
强合作，互惠共赢。

根据双方《战略合作协议》，邮储银行海南
省分行将在综合授信业务、现金管理业务、网上
银行服务、投资银行服务、产业链金融等业务领
域深化与省农垦集团的合作，优先为省农垦集
团及其下属企业提供优质、高效、安全、便捷的
金融服务。

省农垦集团将以此次银企合作为契机，推
动所辖农场、企业，在新一轮农场改革发展中，
深入加强与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各业务的合
作，以推进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为主
线，依靠创新驱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
进资源资产整合、产业优化升级，建设热带特色
现代农业的大基地、大园区、大企业、大产业，全
面增强内生动力、发展活力、整体实力，切实发
挥在海南热带特色现代农业建设中的骨干引领
作用。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
杨光）近日，海南农垦投资控股在海口召开干部
大会，会上宣布通过农垦内部旅游地产板块企
业整合，正式成立海垦控股二级地产板块专业
产业集团——海南农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垦实业），今后将对农垦土地资源进行
整体规划和统筹综合开发，减少内部同业竞争，
形成旅游地产开发合力。

此次资源重组，农垦集团选择已实施重组
但总资产最小、总负债最轻的农垦中源集团作
为旅游地产板块重组的实施主体，将农垦中源
集团更名为“海南农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部分企业采取股权划转模式进行整合。海
垦控股集团将农垦中南投资集团、农垦中新集
团、农垦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农垦商业开发管
理有限公司、农垦鸿运大酒店、25家投资公司
股权按账面净值划转至海垦实业。其中，农垦
中南投资集团、农垦中新集团只保留牌子，不再
保留实体机构。同时，以海垦实业作为海垦控
股集团的二级平台公司，将农垦宏达实业有限
公司、农垦烨运宏实业有限公司、亚龙木业有限
公司作为其成员企业纳入海垦实业统一管理。

农垦控股集团
发力旅游地产
重组整合旅游地产板块企业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
陈金梅）记者今天从海南生态软件园获悉，海南
生态软件园6月20日与印度最大科技创业中心
T-Hub孵化器在印度海德巴拉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将从互设孵化器、产业生态资源共
享、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创新创业联盟等核心方
面入手，整合资源为双方孵化企业提供更有价
值、全生态链的高标准孵化服务。

根据协议，合作双方将互设孵化器，在海南园
区设立T-Hub孵化器，在印度园区设立RSC孵
化器，同时面向中印高质量创业团队提供与国际接
轨的孵化培育服务，此外还将在加强中印创业企业
交流、加强中印游戏动漫产业合作、共同举办国际
赛事等领域加强合作。

另外，海南生态软件园与T-Hub将分别组
织中国、印度、美国、以色列等国家的优质创业
孵化器、加速器、创投资源，共同发起成立全球
创新创业联盟，这意味着优质项目及企业将有
条件获得全球范围、全生态系统的资源对焦与
扶持。海南生态软件园总经理杨淳至表示，海
南生态软件园着眼于全国乃至全球优质孵化器
的合作，致力于打造孵化器中的孵化器，搭建一
个资源整合的平台，为企业服务。

印度最大科技创业中心
牵手海南生态软件园
双方将开展互设孵化器等战略合作

海口大同里布艺街
老裁缝搬新家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单
憬岗）“多谢了，多谢政府搞双创，欢
迎大家到西湖来哟，这里的师傅技术
好呀，技术高。”今天上午，海口大同
服装布艺定制城举行开业仪式，仪式
上裁缝刘小丽自编的歌词，引起观众
共鸣。

“服装定制城开业前10天左右，
突然有个冲动。”刘小丽今年59岁，从
重庆到海口在大同里布艺街的铁皮屋
从事裁缝20多年，吃过不少苦，现在
搬到环境好、有空调的西湖商厦，内心
有说不出的高兴。

大同服装布艺定制城位于西湖商
业广场，这里的裁缝店共30多家，每
家每户的装修都是爱心人士免费出资
的。爱心人士表示，帮助30多户商
铺，就是帮助30多户家庭，就是让最
老的布艺街的老品牌保留下来。

据了解，迄今为止，撤离大同里违
建的铁皮屋的老裁缝们均入驻新家。

6月17日清晨，儋州市那大镇屋基村几棵大榕树上栖息着数百只亚成体白鹭、牛背鹭，正在等待外出觅食的成体鹭回来哺育。
据了解，1992年4月，面积达24.8公顷的儋州屋基村白鹭鸟市级自然保护区建立。如今，该村着力打造“高新特色农业+传统村落文化+休闲观光旅游”于一

体的旅游观光产业园。 本报记者 苏晓杰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白鹭成群
诗意栖居

下阶段即将接受评价的48个部门

1、省纪委（省监察厅）
2、省委办公厅
3、省委组织部
4、省委统战部
5、省委政法委
6、省委台办
7、省直机关工委

8、省编办
9、省总工会
10、团省委
11、省妇联
12、省文联
13、省侨联
14、省社科联

15、省科协
16、省台联
17、省残联
18、省人大办公厅
19、省政府办公厅
20、省政协办公厅
21、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1、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省农业厅
3、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4、省财政厅
5、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6、省教育厅
7、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8、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9、省民政厅

10、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11、省国土资源厅
12、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13、省交通运输厅
14、省商务厅
15、省科技厅
16、省海洋与渔业厅
17、省外事侨务办公室
18、省水务厅

19、省林业厅
20、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21、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22、省统计局
23、省扶贫工作办公室
24、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25、省地震局
26、省气象局
27、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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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6 月 21 日讯 （记者
张谯星）我省正在进行的“承诺与
兑现——2016 年党风政风行风建
设社会评价公开评价”备受关注，
为了拓宽被评价单位作风问题线
索征集渠道，根据省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领导小组办公室安排，从即
日起，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将开设

“承诺与兑现”综合平台，与“海南
廉政”微信公众号、海南新闻广播、

“海南新闻频道”微信公众号等，共
同打造民意直通车。

公开“晒”，当面“问”，现场
“评”。今年，社会评价公开评价首次
采用电视直播方式，被评价单位面对
评价代表和社会公众，接受公开评
价。头两期电视直播引起热烈反响，
获得广泛关注。

欢迎您对下阶段即将接受评价
的经济与社会管理类、党群工作与综
合协调类48个部门提出意见建议，
提供问题线索，共同推动有关部门转
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能、提升服
务质量。

2016年党风政风行风建设社会评价公开评价反响热烈

“承诺与兑现”欢迎您提供问题线索

我省引进的965头
丹麦种猪将正式投产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
员张思春）记者今天从海南检验检疫局获悉，罗
牛山从丹麦引进的965头种猪日前已正式完成
隔离检疫工作，将进入正式投产阶段。罗牛山
将成为我省单体规模最大的丹系猪核心群育种
基地，带动我省及周边省市生猪品种改良。

据悉，项目投产后，将采用“公司+农户”模
式带动周边地区养殖业发展，每年将为200个
标准化农户养殖小区提供3万头优质猪苗，每
年农户净利润可达600万元。

在进口种猪隔离检疫期间，海南检验检疫
局抽调专业技术人员，采集血样、肛拭子982
份，该局技术中心对猪痢疾、布氏杆菌病、传染
性胸膜肺炎、猪蓝耳病等4个项目进行了检测，
检出阳性样品4份，并及时对检出传染病种猪
进行无害化处理，保障了进口种猪安全投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