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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况予以
公示。

侯茂丰，男，1962年 3月出生，湖南湘潭
人，汉族，大学学历，公共管理硕士学位，高级工
程师，1982年7月参加工作，致公党员。历任
海南省经济贸易厅经济协作处处长，省商务厅
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经济协作处处长，昌江县
人民政府副县长（正处级，挂职锻炼），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一处处长。现任十四届致公党中央委
员，海南省监察厅副厅长，致公党省委会副主
委，拟提名为海南省五届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
候选人，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人选。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拟任人选思想作
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反映问题可以通过来信、来电、来访、
网上举报等方式进行。举报人应实事求是地反
映问题，提倡实名举报。我们将严格遵守党的
纪律，履行保密义务。

公示期限：2016年8月29日至9月2日，
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98）12380，65378954（传
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

南广场1号楼308室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
（邮编：570203）。

举报网址：http：//12380.hainan.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16年8月27日

公 告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李佳飞
见习记者 林晓君

8月 27日，日悬中天，儋州市中
和镇长塘村附近田洋里的积水已经消
退，村民卜钟馨赶着牛车从家里出
来。一个多星期前，一场罕见的持续
强降雨淹没了全村田地，他所种的豇
豆及黄瓜全部泡在水中，几近绝收。

“天灾，没办法。”他笑笑说，“不过前几
天我已经全部补种上豇豆了。”

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8天前还
是一片泽国的高山塘村，如今已是另一
番景象：村道打扫得干干净净，洪水冲
来的垃圾被统一归置到垃圾桶，水毁农
田人头攒动，田地又重新披上绿衣。

行走在儋州、临高、昌江等受灾市
县，瓜果蔬菜及时复种、改种，冲毁的
桥梁争分夺秒抢修，电、水、路、通讯等
基础设施基本全线修复，损毁的农房
正在抓紧修葺……大灾过后，在省委、
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灾区群众与全
省人民一道，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奋
起自救。从不向命运低头的海南人
民，在强大的海南精神和时代精神引
领下，在琼州大地奏响了一曲加快恢
复生产、重建家园的激昂旋律。

中流砥柱

今年8月14日至19日，台风“电
母”给琼岛带来罕见的强降雨，造成19
个市县176个乡镇140.6万人受灾，特
别是儋州、临高、昌江等西部市县，局
部地区4天时间的降雨量超过该地区
年均降雨量的一半。暴雨肆虐下，路
断桥垮，树倒屋塌，田地遭淹，水漫村
庄……满目疮痍下，琼岛遇挫弥坚。

人们不会忘记，大灾面前，省委、
省政府运筹帷幄、科学调度。省委书
记罗保铭紧急作出批示，要求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省长刘赐贵多次召
开专门会议，全面部署防汛防风工作，
并亲自带队深入抗灾一线检查指导灾
后恢复生产工作。

人们不会忘记，在防汛救灾的关
键时刻，在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
下，省政府18日上午派出5个抢险救
灾督导组，分赴受灾较为严重的儋州、
临高、昌江、东方、白沙指导抢险救灾

工作，并嘱咐有关部门在抢险救灾的
同时，加紧谋划灾后重建问题，尽快抢
修基础设施，为恢复生产奠定基础。

19日下午，台风对我省影响逐渐
减弱，省政府随即召开灾后建设专题
会议，研究部署全省救灾救助和灾后
建设工作，要求严密防范发生灾后次
生灾害，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夺取防汛救灾的全面胜利。

这次会议，查摆了问题，明确了努
力方向和下一步工作重点，对于全省
上下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全力以赴做
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意义重大。

灾后第一时间，省政府紧急调拨
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儋州、临高
等10个市县，用于灾民救助、工程修
复等救灾工作。省政府办公厅及时下
发《关于切实做好灾后恢复生产生活
秩序的紧急通知》。

灾后第一时间，儋州紧急预拨
1800万元，其中省级救灾资金800万
元，直接用于灾后恢复生产和重建家
园；临高下拨筹措调剂救灾资金1260
万元；海口市财政18日下达了第一批
救灾资金1100万元；昌江19日紧急下
拨首批灾后重建资金1060万元……

一笔笔紧急拨付到位的救灾资金，
一个个加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有力举
措，成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加速器。

万众一心

灾前严防死守防大汛，灾后接续发
力大抢修，尽量缩短百姓受灾情影响的
时间，尽快缩小受影响的面积，尽早恢复
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这是省
委、省政府向全省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在灾后重建的日子里，处处跃动
着感人的身影。交通、园林、水务、电
力、通信等部门和单位以及企业迅速
响应，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在保证安
全的前提下，争分夺秒加快抢修。

复电是恢复通信、供水和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的基础。“电母”携强降雨
来袭，海南电网Ⅲ级响应防御，兵分六
路，累计投入抢修人员上万人次，奔赴
受灾最严重的临高、儋州、东方、昌江、
白沙等地，争取水退、人到、电通，一盏
灯不亮，抢修不停歇。

省交通厅第一时间调集上千名公路

人打响抢险保通战。随着天气好转水位
下降，以及公路部门的通力抢修，我省公
路因水灾导致阻断的线路逐步减少。

因罗带河河水暴涨导致穿河而
过、供应东方工业园区的原水管道抢
修工程，24小时不间断作业，人停机
不停，分秒必争往前赶，这样的忙碌场
面已持续9个昼夜。

省农科院的5个恢复生产小分队的
足迹遍布临高、海口、儋州、昌江、东方、
乐东、澄迈、白沙、五指山等地，重点了解
蔬菜、果树、水稻等作物的受灾情况，指
导传授符合当地情况的恢复生产措施。

在各级各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共同
努力下，被台风中断的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迅速得到恢复——

在儋州，23日，受持续强降雨影
响断电的最后一个村庄——洪宅村恢
复供电，这也标志全省受灾64.14万
用户生产生活供电全面恢复。

在临高，金晨基地的工人们正忙
着清理满目疮痍的香蕉园，砍掉倒伏
的旧苗，补种新苗。

在昌江，十月田镇万善村的桑蚕
养殖户吉福祥等人正在技术人员指导
下挂蚕、恢复生产。为减少损失，村支
书卢德才更是在暴雨后第一时间给蚕
房送来了可以除湿的水帘空调。

……
截至目前，全省高速公路全线车辆

可通行，无阻断；所有国道可通行，无阻
断；省养县道仅剩个别线路正在加速抢
修，农村水毁公路正在抢修。雨过天
晴，备受持续强降雨冲刷的城镇环境逐
渐恢复，居民生活已步入正常轨道。

不屈不挠

灾区如战场。一次次灾难的洗
礼，砥砺着人民群众意志，凝聚着不屈
不挠的海南力量和精神。

昌江霸王岭通往王下乡道路中
断，全乡3400多名干部群众被困山
区。强降雨前已进入王下的驻点干部
和群众组织钩机等设备积极自救，“无
论多累，都要打通这条生命线”。

位于儋州境内的八一总场的抢修
点不仅地处偏僻，而且还横跨了一条
河流，另一侧的抢修人员和车辆根本
无法通行。前来支援的琼海供电局抢

修人员蹚过齐腰的河水，扛着几十斤
重的抢修器材、物资，不知摔了多少
跤，一个个摔得像泥猴一样，终于在
22日20时将两处断线接上。

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莫好村村
民互助自救，抬大树、清淤泥、修复鸭
舍，有粮的人家接济没粮的，能住的人
家接来了房屋损毁的。

不屈不挠，不等不靠，众志成城，
这是灾区人民群众奋起的精神写照。

越是在关键时期，越能够锤炼严
实作风；越是面临繁重任务，越能考验
能力和水平。大灾面前，一名党员就
是一面旗帜，任何灾难面前，党员干部
带头永远是最好的动员令。

大灾面前，相关市县党委、政府主
要领导均第一时间到灾区一线蹲点检
查指导防汛防风工作。

接报水库险情，儋州市委主要领导
18日晚连夜带领一百名武警官兵驰援
排浦，险情排除后立马转战东成、新州
坐镇指挥村民转移，几乎彻夜未眠。

在昌江，全长52公里的石碌至王
下乡道路经全力抢修于20日下午实
现功能性通车；次日上午，一直奔波在
救灾一线的县委主要领导顾不上周末
休息，直奔王下乡看望受灾群众，并送
去慰问品，指导开展灾后重建工作。

连续多日，临高县四套班子成员
及县直各机关主要负责人全部深入包
点镇、农场，全面巡查，确保消除各类
安全隐患，各乡镇驻点党员干部忙碌
于调运分发救援物资。

“虽然被洪水困了几天，但没有一
个人挨饿，有驻村干部和党员守着，群
众心里踏实。如果不是党和政府给
力，恐怕我们就回不来了！”这是临高
县临城镇西田村获救村民邓学宝的感
慨，也是广大灾区群众共同的心声。

在狂风暴雨中，我们看到了广大党
员干部和群众的担当。在及腰的洪水
中紧急抢修设施、挨家挨户转移留守老
人、用塑料盆营救被困在家的婴儿……
大灾面前，全省上下团结一致、迸发出
战胜灾难的磅礴力量，镌刻下海南人民
坚韧、刚毅、坚强、果敢的巍峨丰碑。

大爱无疆

洪水无情，人间却有大爱。

在抗洪救灾的过程中，有一群人
不畏艰险、不计个人得失、甚至不惜冒
着生命危险的壮举善行，始终温暖着
灾区人民的心——

为救落水的村民，年轻的边防战士
欧阳文健献出了生命；儋州人武部参谋
黄昭文连救6名群众，被漩涡卷入沟底
后为群众所救；海南省军区某海防团特
务连连长任美凡带领15名官兵，暴风
雨夜冒死出海拯救儋州市海头镇13名
失踪渔民……他们用生命的力量，谱
写了一曲曲激昂壮烈的青春壮歌！

为排除险情，六旬老人躬身在积
水中掏井盖、清理垃圾；

洪峰来袭时，“钩车英雄”王信初
在生死关头救回9条生命；3名中巴车
司机往返积水村庄数趟，转移1000多
名被洪水围困的村民；

洪水渐退时，来自四面八方的爱
心一拨拨涌进灾区——

在临高，受灾最严重的县人民医
院，从三亚、海口、儋州等地驰援而来
的民间救援力量，自发组成“洪水艄
公”，将一个个急症患者接送于医院和
县城之间，紧紧连接起生命的纽带。

在儋州，木棠卫生院内，来自海医
附属医院外科、皮肤科、消化科、呼吸
科、骨科的7名医生连日开展义诊活
动。“儋州水灾严重，容易出现肠道疾
病和皮肤病，我们专程从海口赶过来，
平均每天都要看几十个病号，他们大
多数人因脚部长时间泡水而出现溃
烂，必须及时处理。”海医附属医院相
关负责人说。

在昌江，数十名志愿者组成调查
组深入村里，调查养殖户受灾情况，帮
助村民做好灾后重建工作。

暴雨可以摧垮家园，却摧不垮闪
耀着的人性的光辉。灾难中，每一个
伸出援手的人，让善行义举积石成山，
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让人们战胜
困难，坚定信心。

电通、水通、气通，路通、桥通、通
讯畅通，旅游景区景点重新对外开放，
渔船再度扬帆出海，田间地头又补种
或改种上了瓜果蔬菜，工厂机器设备
开足马力……全省上下齐心协力、紧
锣密鼓重建家园，备受暴风雨洗礼的
田野村庄，又见新绿上枝头。

（本报那大8月28日电）

台风“电母”重创多个市县，全省上下万众一心，奋起自救，重建家园

风雨过后见彩虹 琼州新绿绕枝头

■ 本报评论员

在应对台风“电母”带来的水灾中，
全省上下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众
志成城、齐心协力，取得了抗洪救灾的
阶段性胜利。当前，洪水虽已退却，但
救灾仍在继续，灾后重建刻不容缓。各
级党委、政府要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
一部署，将灾后重建与经济发展紧密结
合起来，以重建促发展，以经济发展的

“增量”弥补洪灾造成的“减量”。
以重建促发展，要以更大的决

心、更大的力度狠抓项目建设。此次
水灾不期而至，不仅给受灾地区造成
了重大财产损失，也扰乱了全省项目
建设的步伐。受水灾影响，一些项目

建设进度放缓，进一步加大了全省经
济增长的压力。对此，我们一方面要
加快重建工作，尽快帮助受灾地区的
群众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另一方
面又要加大项目建设的力度，加快推
进各个项目上马、建设、竣工。当前，
省委、省政府紧锣密鼓启动了“服务
社会投资百日大行动”，目的就是为
了全面促进项目建设。当务之急，我
们要积极投身到百日大行动中去，狠
抓项目建设，努力做出更多的新成

果，将水灾造成的损失弥补回来。
以重建促发展，要吸取水灾教

训，实现因地制宜的科学发展。发展
不能只谋一时之利，而是要谋之长
远。在灾后重建中，各地要根据各自
的地理特点，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发展
优势、产业布局和灾害等因素，科学制
定重建方案。一方面，要尊重自然、敬
畏自然，要严格划定生态保护区和行
洪蓄洪区的红线，做好环境的整治、
保护工作；另一方面，又要统筹规划，

将灾后重建与全域旅游、精准扶贫、
美丽乡村建设、“海绵城市”建设等项
目结合起来，做好项目对接，实现科
学发展。只有如此，我们的家园才能
更美丽、更牢固。

以重建促发展，要继续弘扬众志
成城、忘我奉献的抗灾精神。此次水
灾异常凶猛，但是在省委、省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全省上下相互协作，共同配
合，打赢了这场抢险救灾的硬仗。暴
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冲锋

在前；人民子弟兵临危不惧，坚守一
线；各方力量雪中送炭，无私奉献。正
是靠着这种齐心协力、共克时艰的精
神劲头，洪水带来的危险才得到遏制，
群众的安全才得以保全。尽职尽责、
无私奉献、拼搏担当，正是此次抗灾中
体现出来的宝贵精神。我们要继续弘
扬这种精神，奋力以更加昂扬的斗志、
更加进取的精神，克服前进道路上的

“急流险滩”，力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实现新突破、新进展。

灾后重建，发展为要！让我们紧
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弘扬
拼搏实干、敢打必胜的“海南精神”，矢
志不渝推动项目建设、经济发展，坚决
打赢灾后重建恢复生产这一仗。

以发展“增量”弥补水灾“减量”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记者王玉洁）第五
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暨海南省第二
届“科创杯”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今天在海南大学
举行，26个创业项目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共
有12支团队和项目分获团队组和企业组的一、
二、三等奖。

其中，细推科技获团队组一等奖，赢得30
万元扶持资金；海南乐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获
企业组一等奖，赢得50万元扶持资金，接下来，
他们还将代表海南参加全国总决赛。

副省长王路，省政协副主席、科技厅厅长史
贻云出席决赛并颁奖。

大赛自6月启动以来，经过严格审查，320
个创业项目初赛，项目涵盖互联网、生物医药、
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领
域，紧密契合海南十二大产业发展。

记者现场了解到，此次参赛决赛队伍中，有
“人机自然交互数字出版工具”项目、专为游戏
玩家设计的社交网络平台“捞月狗”项目、基于

“互联网+航运产业链”的创新项目“超级船
东”、围绕“互联网+会展业”的项目“火吧”，以
及生物医药行业实现生物技术新突破的“细推
科技手指静脉认证识别”项目、世界上首台可随
身携带的手机型心电图机项目等。

大赛还决出了10个“网络人气奖”，10个“现
场人气奖”，此外有6家单位获“优秀组织奖”。

我省第二届“科创杯”
创新创业大赛落幕
一等奖获得者将参加全国总决赛

⬅ 8月26日，东方工业园区罗带河段，工人抓紧时间抢修原水管道。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罗利明）昨天是周末，在
海榆西线K56+300水毁严重路段，
省公路管理局澄迈分局50多名公路
职工，不畏炎热，正在加班加点对路
面进行沥青摊铺。为确保海榆西线
畅通，该局已组织4个道班与机修厂
人员300人次、机械84台班、沥青混
凝土300吨，抢修修复路面2000多
平方米。

据统计，受台风“电母”影响，我
省公路水毁严重，全省共有 9条省
道 20 处交通阻断、县道 20 条线路
31处发生交通阻断，造成省养公路

水毁损失约 5.8 亿元。为全力抗灾
抢险，省交通厅组织投入大量人力
和运输车辆、油锯、抽水机、装载机、
挖掘机等设备，以及一批编织袋、木

桩、水泥、砂石材料等抢险物资赴受
灾一线。

目前，除我省最后一处阻断
点——位于儋州市境内的县道新海

线的白沙地桥便道正在加紧施工
外，全省其余因灾水毁公路均已恢
复通行。

此外，该厅成立了 4 个救灾工
作小组分赴儋州、临高、白沙、东
方、昌江等灾情较为严重的市县现
场督促和指导公路灾后建设工作；
并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实地勘察，提
前介入水毁修复重建项目的前期
工作。

最后一处阻断点正在加紧施工

我省因灾水毁公路大多恢复通行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蔡胤彦）经过9个昼夜的连续抢
修奋战，昨晚，因台风“电母”断裂的东方
工业园区输水管线恢复通水，此前因此
输水管线断裂而停产的中海化学等受
灾企业目前已经启动生产恢复工作。
这是记者今天从省工信厅获悉的。

8月19日凌晨，受台风“电母”带
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东方市高坡岭
水库泄洪，冲毁输水管线支护墩，导致
管线断裂，造成中海化学、东方石化等

企业停产，工业产值损失巨大。
灾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领导高

度重视，紧急部署抢修工作，省工信厅
第一时间牵头成立抢险修复指挥部，
会同东方市政府及有关企业开展抢险
工作。20日早，省工信厅主要负责人
带队赴管线损毁现场办公，安排专人
全程一线跟踪协调抢修。各单位紧急
调运抢险施工材料及机械设备，实行
24小时不间断作业。27日晚东方工
业园区输水管线恢复通水。

东方工业园区
受灾输水管线恢复通水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
员梁磊）今天下午，省海洋与渔业厅和邮储银行
海南分行签署了“金融支持海南省海洋经济发展
全面战略合作协议”，通过整合双方资源，实现优
势互补，解决海洋产业发展中的“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助推我省海洋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根据协议，邮储银行海南分行将帮扶海南
渔船更新改造项目，重点加大新建船舶抵押、
《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质押、海域使用权抵押、
水域滩涂养殖权质押以及现代养殖业、远洋渔
业、休闲渔业、冷链物流业、水产品加工等方面
的信贷支持，推动海洋与渔业产业转型升级。

截至今年7月，邮储银行海南分行对海洋
经济发展的贷款余额超过4亿元，累计为4000
多户捕捞养殖客户提供了融资支持。该行目前
已开办了包括南沙生产渔船抵押贷款、在建渔
船抵押贷款在内的多项扶持海南海洋经济的特
色业务，最高贷款金额达到3000万元。

省海洋渔业厅和邮储海南分行签署协议

政金联手破解
海洋产业融资难

本报三亚8月28日电（记者孙婧）今天，
中国车神集团三亚分公司正式开业。这是该集
团旗下继深圳、上海、昆明之后的第四家分公
司，将为婚庆摄影行业、高端游客提供豪车租
赁、托管、代购等综合服务。

分公司董事长尤远冬表示，豪车租赁服务
对三亚现有租车市场带来的是填补而不是冲
击，而豪车托管服务，则进一步盘活豪车资源，
提高周转率，让游客出行多了选择，也让车主多
了收益渠道。

根据三亚旅游城市的特点，该公司初步计
划2017年引进10架私人直升飞机，并陆续启
动赛摩、游艇等出行产品的租赁服务。

豪车租赁助力
三亚高端旅游服务
明年计划再引进10架直升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