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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经2017年8月28日召开的
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具
体实施办法公告如下：

一、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总股本 1,326,419,587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2.00
元(含税)。

二、分红派息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17年9月4日
2.除 息 日：2017年9月5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2017年9月4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全

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办法
1.法人股东凭有效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加盖公章）、法人授权书（注明股利转账的
股东开户行及账号）、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经
办人身证原件及复印件、股权证，到公司董
事会秘书处办理股利转账手续。

2.自然人股东凭有效身份证原件（委托
办理还需委托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股权证、股东本人的中国银行有效账号，到公
司董事会秘书处办理股利转账手续。公司按
2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自然人股
东实际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60元。

3.已办理《派发股利委托书》的股东，公司
将股利直接划入股东指定的账户，请股东注意

查收。
4.股利派发时间：2017 年 9 月 5 日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周一至周五:上午 8:
30-11:30，下 午 2:30-5:00）, 节 假 日 除
外。逾期未办理的，留存下年度派发股利
时一起领取。

五、咨询联系方式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地址：海南省海口市

丘海大道11号华能海南大厦附楼102室（金
贸西路与丘海大道交界处）

联系电话：0898-68520728 32989199
传真：0898-68520728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1日

欢迎扫描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一辆核载19人的
幼儿园校车，竟然硬塞进39个小朋友、
1名司机和1名工作人员，如此严重超
载校车被陵水交警逮个正着。记者今
天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获悉，近日，陵
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对这起涉嫌危
险驾驶案进行宣判，幼儿园老板及校车
司机均获刑。

这是自2015年11月1日实施刑
法修正案（九）后，我省首例校车严重
超员获刑案。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校车司机符某某从事校车业务严
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行驶，其行为构
成危险驾驶罪；金星幼儿园的老板刘
某某对司机符某某的行为负有直接责
任，其行为也构成危险驾驶罪。法院
当庭作出判决，以危险驾驶罪分别判
处符某某、刘某某拘役4个月，缓刑6
个月，并处罚金。

校车的出现，原本是为了让学生上
下学更方便更安全。然而，超载等危险
驾驶行为却让某些校车变得不安全。

省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5年11月1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

案（九）扩大了危险驾驶罪的入罪范
围，将“从事校车业务严重超过额定乘
员载客”的行为纳入到刑法范围。此
外，从事运输的旅客车辆如果出现严
重超载的行为，也将追究刑事责任。

“校车严重超载是危害公共安全
的行为，之前只是单纯的行政处罚，入
刑后，要面临刑事处罚。”该负责人介
绍，刑法修正案（九）新修条款中还特
别将“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均列为
责任主体。

开学在即，连日来，省交警总队组
织各地交警联合当地教育、安监、公

路、交通等部门开展严打“黑校车”及
校车“大体检”专项行动。

据省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省交警部门将严厉打击、及时劝
阻、纠正“黑校车”及非客运车辆接
送学生等违法行为，曝光一批典型
交通违法和事故案例，以案说法、以
案释法，宣传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
和后果。

交警部门提醒：各学校要引导学
生不乘坐超员、非法客运和货运车辆，
家长不要租用不合格的车辆和人员接
送学生。

海南校车超载入刑第一案宣判
核载19人实载41人，幼儿园老板及司机获刑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记者王
玉洁）“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却
因为家庭贫困缴不起学费，在我以为
要与大学失之交臂的时候，是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的资助圆了我的大学
梦。”现就读于海南师范大学的李小
珍同学在今天举办的《南国都市报》
2017资助高考贫困生“圆梦行动”见

面会上说，她不会忘记这份恩情，并
将努力学习，回馈社会。

参加见面会的其他9名受助贫
困生表示，因为家庭贫困，他们中有
人萌生了要弃学打工的念头，但社会
各界的帮助重燃了他们对未来的信
心，也教会了他们奋发向上、心怀感
恩、传递爱心。

2017年《南国都市报》“圆梦行
动”自7月启动以来，各路记者奔赴
白沙、文昌、澄迈、琼中、琼海等市县，
深入了解各地贫困学生的生活学习
情况，近百个励志感人的贫困生故事
见诸报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
前，《南国都市报》今年已号召社会各
界捐助了73万余元善款，资助106名

贫困生继续踏上求学路。
据介绍，自2003年至今，《南国

都市报》“圆梦行动”面向社会各界
筹措了上亿元助学资金，资助的高
考贫困生超2万人。其中，通过《南
国都市报》平台直接获得资助的高
考贫困生有3414人，资助金额超过
2000万元。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王达丽）秋季开学在即，
近日，省禁毒办、省教育厅联合启动
了秋季开学禁毒“第一课”活动，大
力开展学校毒品预防宣传教育，提
高在校青少年学生识毒、防毒、拒毒
能力。

据了解，此次开学禁毒“第一课”
将启动“五个一”活动，即参观一次禁
毒展览、观看一部禁毒影视、开展一
次禁毒知识竞赛、举办一次禁毒征文
比赛和开展一次主题班会。

此外，活动还部署开展省级、市
县（区）级、校级三级禁毒师资骨干培

训，各学校配备专职或兼职禁毒课教
师覆盖率80%以上；组织举办优秀禁
毒讲解员和宣传员选拔比赛，培养一
批禁毒讲解员和宣传员；利用班会、
队会、国旗下讲话、校报、手抄报等多
种形式，集中开展系列禁毒宣传；通
过家长会、校讯通等，多渠道宣传毒

品预防知识，重点针对贫困家庭子女
和农村留守儿童，及时做好学生思想
的早期防控。

活动结束后，省禁毒办将组织督
导组，不定期抽查市县（区）教育局和
学校毒品预防教育工作情况，工作不
力的将予以通报。

本报八所8月31日电（记者罗
安明）东方市八所镇一所“逢雨必涝，
大雨必淹”的民办小学有望告别堵水
用的沙袋了！7月底，东方市“三创”
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到该校调研，将
此处的排水难题纳入市政排水改造工
程。记者今天在学校门口看到，排水
工程已启动施工。

成立于1999年的振华小学现有在
校生900多人。由于地势低，一下雨就
会在校门口形成积水，甚至淹进校园，
因此校门口常年堆放着堵水用的沙袋。

据学校负责人介绍，学校门口的
积水通常要四五天才能消退，师生们
只能踩着两排砖头通过积水区。由于
多次被洪水冲刷，一处围墙的墙角已
被淘空，存在安全隐患。

7月25日，东方市“三创”指挥部相
关成员单位负责人来此实地调研，市政、
住建等部门拿出工作方案，将此处的排
水难题纳入市政排水改造工程。

今天上午，记者在振华小学门口
看到，工程车开挖地面，工人们正在
修建排水管道。“我们计划拆除学校
周边两栋民房，修一条200米至300
米长的管道，连接东风路的排水主
网。这不仅可以解决学校的排水问
题，也让附近居民区的地面积水有
处可排。”东方市市政园林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项目计划投入 190 万
元，争取9月底完工投入使用。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见习记
者曾毓慧）“有了划线停车位，以后我
们再也不用挤占人行道违停，也不用
担心交警过来贴罚单了！”今天下午，
市民李强将车停在海口市滨涯路佳捷
商务酒店旁刚刚划好的停车位里。这
一路段辅道里，昨天划好的20个停车
位里几乎停满了汽车。

8月下旬以来，陆续有市民拨打海
口12345热线反映，在滨涯路靠近金山
小区南门旁有一条不到百米长的路段，
附近人行道几乎每天都停满了机动车，
部分人行道地砖被碾破，给周边居民的
出行带来困扰。

8月27日，海口12345热线将这
一办件列为督办件，督促海口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尽快针对该问题制定长期
有效的整改措施。

“开罚单确实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海口交警支队龙华大队一中队队长
陈帅介绍，由于周边可利用的空间十分
有限，该中队经过多次走访调研，最终确
定在辅道上划出20个临时免费停车位。

8月30日傍晚，这批停车位已基
本划好。“目前暂定每天17时至19时
高峰期禁止停车，其余时间市民都可
以免费停车。”据陈帅介绍，海口市政
工程维修公司已在路边安装一排阻车
桩，防止机动车违规开上人行道。

2016 年 9 月 7 日 15 时许，陵
水黎族自治县金星幼儿园老板
刘某某安排司机符某某驾驶一
辆中型专用校车送幼儿园的小
朋友回家。在三才镇散山村路
口，这辆校车被正在进行路查路
检的陵水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民警查获。经当场查验，该车核
载19人，实载41人（39名学生，1
名幼儿看管员和1名司机），超员
率超过了100%。

东方解决一小学雨涝难题

新修管道
连接排水主网

海口12345督办违停顽疾

滨涯路多了
20个停车位

“圆梦行动”今年助106名贫困生继续求学
《南国都市报》“圆梦行动”15年来筹集上亿元善款，2万多名学子受益

紧盯“四议三公开”

海口源头治理
农村“微腐败”

本报海口8月31日讯（见习记者梁君穷 实
习生黄奕升 通讯员王家悦）村民同意流水坡村
2017年分配方案的签名、流水坡（居）委会第四季
度财务收支情况表……今天，记者来到海口市美
兰区白龙街道流水坡村，看到全村各项事务的公
开信息被整齐列在公开栏内。

“之前，我们被媒体曝光过，被质疑是村民自治
还是村官自治？”据白龙街道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
记陈玉文介绍，在海口党风政风监督电视直播《亮
见》上，白龙街道管辖的几个经济社的村务公开问题
先后两次被曝光，15人被问责，其中党纪处分9人。

街道党员干部在震动之余开始反思，认识到
了“四议三公开”在街道管理中的重要性。

“从村党组织提议到村‘两委’商议，再到党员
大会审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决议，所有涉及居民利益
的事务，都必须通过规范的‘四议三公开’程序。”陈
玉文感叹说，经过议事和公开，村民对街道工作有
了清晰的认识，也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参与、监督。

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海口市通过践行监督
执纪问责“四种形态”，集中查处违反“四议三公
开”的基层党员干部。仅去年第六期《亮见》“村民
自治还是村官自治”播出后，市、区两级就问责了
35人、7个单位。

“以‘四议三公开’为支点，用好监督执纪问责
这根杠杆，就能撬动整个基层‘微腐败’的系统治
理工作。”海口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认为，紧盯“四议
三公开”监督执纪问责，关键是通过“盯”发现问
题，实现精准监督。镇、街道纪检监察机构的监督
执纪重点由过去的“盯违法”“盯腐败”转变到重点

“盯违纪”，特别是“盯违反四议三公开”上来。
“今年8月3日，海口出台了《海口市农村基

层四议三公开监督办法》，这是在全国率先制定的
农村基层‘四议三公开’监督办法。”海口市纪委相
关负责人认为，这从制度上筑牢了这道遏制农村
基层“微腐败”的“铁篱笆”，走出了一条从根源上
遏制“微腐败”的新路子。

本报海口8月31日
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陈
炜森）记者今天在省公安
厅了解，日前，三亚市发
生一起伤害致死案，犯
罪嫌疑人在逃。省公安
厅今天发布公开悬赏通
报，对提供有价值线索协
助警方抓获嫌疑人的，警
方将奖励10万元。

2017年3月8日9
时，三亚市公安局天涯

分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该市天涯区儋州社区三
巷公寓内发现一名女性尸体。

经侦查，全京关有重大作案嫌疑。全京关，男，
59岁。身份证号码23210319580415215X。黑龙
江省五常市民乐乡星光村人，公安部B级通缉犯，
涉嫌2017年3月8日在我省三亚市一起故意伤害
致死案件。此人高约170厘米，头发稀疏，懂韩语，
擅长跳交际舞和打门球，经常出入老年人娱乐场
所，现行踪不明。可能寄宿于居民小区、出租屋、工
地工棚、废弃房屋、桥头涵洞或流浪在街道上。

为迅速侦破案件，消除社会治安隐患，省公安
厅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对该人照片回忆、辨认。如有
知情者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对提供有价值线索
协助警方抓获嫌疑人的，警方将奖励10万元，对隐
瞒不报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本报三亚8月31日电（见习记
者徐慧玲）今天上午，2017年三亚市

“向贫困宣战助学活动”助学金发放
仪式在鹿城举行，9名受资助学生代
表收到助学金。今年，三亚各级团组
织共募集到助学资金410.6万元，预
计资助约1000名贫困学生。

自今年3月活动启动至今，共有
1828人提出贫困助学申请，其中包

括843名高考贫困生和985名在校
贫困大学生。目前，全部申请人的入
户调查工作已完成，已公示符合条件
人选9批724人，其余人选将继续分
批公示。

今年申请资助的贫困学生通过
考察合格并经公示无异议后，本科生
原则上一次性资助5000元，专科生
原则上一次性资助4000元；对于符
合条件的贫困在校大学生原则上一

次性资助3000元。
三亚市“向贫困宣战助学活动”

自 2006 年 7 月起开始实施，截至
2016年，共筹集资金3860.55万元，
资助学生8694人次。

“弟子规 圣人训 首孝悌 次谨信 泛爱众 而亲仁 有余力 则学文……”8月31日，万宁市万城镇溪边村首届开笔
礼在溪边书屋举行，40名学龄儿童在启蒙老师的带领下“正衣冠”“点朱砂”“描‘人’字”“颂弟子规”，人生四大礼之一的
“开笔礼”让孩子们感受到知识与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报记者 袁琛 通讯员 吴鹏 摄

开学先写“人”

2016年以来

海口市纪检监察机关
开展“一案双查”

13 件 21 人

通报曝光违反
“四议三公开”典型案例

2 批 15 件 23 人

3个镇（街道）纪委全部消除纪律审查“空白点”
制图/孙发强

一男子涉三亚命案，现行踪不明

省公安厅悬赏10万元
抓在逃疑凶

全京关（省公安厅供图）

三亚千名贫困学子获410余万元资助

看展、观影、竞赛、征文、班会

我省启动开学禁毒“第一课”

关注开学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