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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定城9月20日电（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薛陶陶）今
天下午，中共海南省委党校（省行政学
院、省社会主义学院）“母瑞山革命根
据地教研基地”在定安县母瑞山革命
根据地正式挂牌。基地成立后，将深
入挖掘海南红色文化精神内涵，定期
组织党员干部开展教研培训，创新红
色教育形式，打造海南红色教育特色

品牌。
据了解，建立“母瑞山革命根据地

教研基地”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省第七次党
代会精神，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落实百日大研讨
大行动成果的创新举措。省委组织
部、省委党校和定安县委将用好用活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文化教育资

源，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结合
党员干部实际，以该教研基地为依托
不断增强党员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为建设美好新海南凝心聚力、贡
献力量。

同时，2017年海南省处级领导
干部综合能力提升进修班（以下简称

“进修班”）在母瑞山开展为期3天的
“三同”活动暨党性教育。39名省直

机关正处级领导干部作为首批“三
同”活动学员，在现场向革命先烈敬
献花篮，并重温入党誓词。此次进修
班不仅采取专题讲座、现场教学和专
题调查研究等形式开展培训，还创新
领导干部教育培训模式，采用“三同”
形式，组织学员走入当地群众家，与
其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增强群众观
念，树立领导干部为民服务、克己奉

公的理念。
定安县委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

示，定安将加快完善该教研基地软硬
件设施和现场教学点建设，使之成为
海南红色文化建设的特色品牌，并以
此为契机，将基地建设与美丽乡村建
设相结合，调动革命老区群众能动性
和积极性，推动其增收致富，加快母瑞
山发展步伐。

深入挖掘红色文化 打造海南红色教育特色品牌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教研基地揭牌

预热“双节”假日旅游

海口推出
旅游公益宣传片

本报海口 9 月 20 日讯 （记者
邓海宁 实习生庞诗雅 通讯员钟礼
元）今天，海口市推出旅游公益宣
传片，55秒宣传片展示了海口旅游
景区服务重品质、环境重保护、经
营重诚信的内涵，以及海口国庆、
中秋“双节”舒适、和谐的旅游环
境，同时向游客们发出了文明旅游
的倡议，助力海口建设滨江滨海花
园城市。

据了解，为实现“双节”假日旅
游“安全、秩序、质量、效益、文明”五
统一目标，海口市委市政府“早谋
划、早部署、早宣传”，为市民游客准
备了丰富多彩、高品质、优服务的假
日旅游产品，并将于假日期间启动
假日旅游联席会议工作机制，营造
舒适、和谐旅游环境，提供高效便捷
应急保障。

目前，海口市各部门节日期间
的人员值守安排及工作流程制度已
部署到位，吃住行游购娱各产业执
法监管将进一步增强，旅游警察、旅
游巡回法庭、12345政府服务热线、
12301旅游投诉热线和市区游客服
务网点、交通枢纽点的旅游服务站
将合力组成动态的监管救济服务体
系，随时随地为市民游客提供细微、
体贴的服务保障，确保市民游客在
海口暖心游玩。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宗
兆宣）记者今天从海南省农业厅获
悉，“文昌椰子”近日获农业部农产品
地理标志认证，海南椰子从此有了自
己的地域品牌。

椰树几乎无求于人，却奉献一切；
椰树不需人工护理，却果实累累。椰

树是海南的省树，挺拔秀丽且抗风能
力强，我省也积极倡导发扬无私奉献
的“椰树精神”。据了解，“文昌椰子”
的申报单位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
子研究所，目前该所已成功种植文椰
2号、文椰3号、文椰4号三种新型椰
子，进一步丰富了我省的椰子品种。

今年以来，省农业厅积极挖掘我
省各地农产品的开发潜力，积极组织
申报材料，并扩大知名农产品的辐射
范围。截至目前，已有三亚芒果、三
亚莲雾、琼中绿橙、五指山红茶、白莲
鹅、澄迈福橙、霸王岭山鸡、海南雪茄
烟叶、多文空心菜、琼海番石榴、永兴

荔枝、万宁柠檬、文昌椰子、兴隆咖
啡、屯昌黑猪、永兴黄皮共16个农产
品获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桥头地瓜、五指山五脚猪、石山壅羊、
石山黑豆、万宁东山羊、五指山小黄
牛、白沙绿茶、澄迈山茶等8个农产
品正在申报中。

“文昌椰子”获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全省获认证农产品已达16个，另有8个正在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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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高隆湾书香小镇小区附近，有2-3个排污口直接排污
入海，造成海水污染严重，臭气熏天。

文昌市高隆湾书香小镇小区附近，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入海，
造成海岸线严重污染

海南省文昌市景（锦）山镇潮滩村周边防护林有人非法占地
采矿，海边非法养殖。

文昌市清澜港出往东郊椰林港口方向两侧航道，被部分企业
公司填海造楼，造成航道变窄。

文昌市昌洒镇岛东林场与翁田镇交界处3号行政界碑附近，
有一个排污口直排大海。所排放的污水为附近一家矿场未
经处理的洗矿废水，对月亮湾附近海洋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文昌市高隆湾白金海岸周边多年生活污水直排沙滩，导致沙
滩泥化现象，严重污染近海海域。

办理进展情况

经查，属实。
整改：已制定整改方案并已开始实施。已完成污水管网并网工作。正加快2期污水管网建设。
已启动清澜三期截污并流工程。已填复蝶恋海后侧鱼塘约 50亩。截流整治养殖塘污水 8宗。
每日清理沙滩垃圾。地产项目已封堵生活污水排污口。

同上

经查，部分属实。
整改：林业部门已对当事人下达《关于责令停止非法占用林地的通知》，并立案调查。目前案件
正在办理中。

经查，反映填海造楼造成航道变窄问题不属实。

经查，被举报区域之前发现的采矿场已拆迁填复整改，目前未发现采矿机组或其他矿场。
整改：现场采集水样，该入海口地表水质符合Ⅴ类标准，未发现洗矿废水排放。相关部门将加
强巡查监管，杜绝出现违法占地占林采矿行为。

经查，属实。
整改：已制定整改方案并已开始实施。已完成污水管网并网工作。正加快2期污水管网建设。
已启动清澜三期截污并流工程。已填复蝶恋海后侧鱼塘约 50亩。截流整治养殖塘污水 8宗。
每日清理沙滩垃圾。地产项目已封堵生活污水排污口。

海洋督察交办件（1-10批）边督边改情况一览表（文昌）

注：本报将陆续刊登我省各沿海市县边督边改情况一览表

《海南省基础测绘管理办法》
11月1日起施行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邵长春）《海南
省基础测绘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近日经
六届海南省人民政府第9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予以公布，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施行。

《办法》指出，基础测绘是公益性事业，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基础测绘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以及年度计划，列入本级年度财政预算。

《办法》规定，基础测绘设施属于公共基础设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损毁、拆除、侵占。
擅自移动、损毁、拆除、侵占基础测绘设施的，责令限
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
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地下管线建设单位不进行地下管线测量，不
汇交地下管线数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
地理信息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我省加快推进公证改革工作

公证机构今年必须
全部转为事业体制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金昌波）全省公
证工作会议今天下午在海口召开。会议强调要加
快推进行政体制公证机构彻底转为事业体制，尚
未完成改制的公证机构，今年11月底前必须完成
机构改革。

据了解，公证改革是司法部要求务必在今年
完成的硬任务，2002年至今，我省已基本完成对
公证机构的事业体制改革，全省21家公证机构中
的大部分已改为自收自支的事业体制。会议要
求，全省公证系统要按照司法部规定的时间节点，
有序完成我省改革任务，对尚未完成改制的公证
机构要确保今年11月底前完成机构改革，对改制
不彻底的要尽快完成人员调整和安置。

会议强调，推进公证改革，要守住服务质量底线，
聚焦公证质量监管，对公证质量问题抓早、抓小、抓苗
头，坚决防止出现质量下滑现象。要切实落实公证机
构自主管理权，完善绩效工资分配激励机制，妥善解
决改制后的缺员问题。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创新
服务方式，努力提供“一条龙、一站式、个性化”服务，
积极推动公证办理“最多只跑一趟”工作试点。

据悉，近年来，广大公证员紧紧围绕海南改革
发展大局，积极介入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涉外民
商事交往各领域，2016年办证量增长至7万件，
公证社会满意度始终保持较高水准，在法治海南
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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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容恋爱变欺诈

利益让出去
责任扛起来
■ 刘怀丕 宋晓东

在河南自贸区开封片区的办事大厅，过去要
跑50天才能办完的手续，现在3天内办结；过去要
准备110页的申请材料，现在只用15页；排队办证
的情况不复存在，群众办事效率大大提高……这
成为“放管服”改革的一抹亮色。

改革是利益关系再调整。“放管服”改革把权
力放给市场和社会，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题中
应有之义，必然会触动一些部门和人员的利益。
权力被下放、缩小、明晰后，政府部门参与利益分
配的角色淡化，一些部门通过打擦边球获取收入
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个人权力腐败、寻租的余地大
幅缩小。因此，“放管服”改革这几年能扎实推进，
充分反映了各地落实中央要求的责任担当意识和
自我革命精神。

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在看到成绩的同
时，也要看到个别地方和部门仍没拿出改革者应有
的姿态。放权不充分、放权不到位、明放暗不放等
现象依然存在。对此，应严格落实改革督察问责机
制，发现一起严处一起，把改革压力传导到位。

计利当计天下利。“放管服”改革必须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刀刃向内，削手中的权、
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肉，主动把利益让给群众，
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去疏解经济发展“堵点”，攻
克社会治理“难点”，消除群众生活“痛点”。

放权不是放任，让利不能推责，“放管服”改革
需谨防一放了之、自我卸责。政府首先应履行好
监管之责，坚持权责统一，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
谁负责，管好是尽责，不管是失责，管不好要追
责。要不断创新监管理念，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模
式，提升监管的公平性、规范性和有效性。此外，
还应尽到服务之责，通过提高服务意识和优化服
务方式，努力为老百姓提供便捷高效、公平可及的
公共服务。

改革道阻且艰。各地各部门要积极引导广大
干部争当改革促进派，精准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
盼、民心所向，把改革举措落准、落细、落实。利益
让出去、责任扛起来，唯此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激发
企业活力，使百姓享受到更优的服务，推进经济社
会更好发展。

■ 饶思锐

近日，海口市出台《解决结构性污
染问题长效机制方案》，提出要实施退
城入园计划，引导工业企业向园区集
中，力争在“十三五”期间逐步消除目
前存在的结构性污染矛盾，预防新的
结构性污染问题产生。

近年来，随着海口市的快速发展，
人口的逐渐增多，海口的城市版图也

在不断扩张。如今海口市东西两翼如
雄鹰展翅，南部如孔雀开屏，原来的一
些郊区、乡镇也逐渐变成了新城区，而
原本与生活区相隔离的一些工业企
业，也被“嵌入”到了生活区中。

海口市推动工业企业退城入园，
不仅顺应民意，也合乎城市发展的规
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
保护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人们对环
境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而环境问题也
对生产、生活中的环境保护措施提出
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与此同时，政府
部门对环境保护与治理的认识也在不
断深入，政府部门对于环境污染问题

的监管治理能力、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监管举措也越来越严格。在此情形
下，一些存在污染问题的城区工业企
业显得“格格不入”，不仅城市居民与
其“水火不容”，升级后的城市与这种

“老配置”也越来越不“兼容”。这也是
不少城市都经历过的“阵痛”。长痛不
如短痛，污染严重的城区工业企业关
停整改或向外搬迁，已成为城市发展
的必然之举。

当然了，让污染企业退城入园，不
是说让污染企业“打一枪换一个地
方”，而是要污染企业借助异地搬迁的
机会，淘汰落后设备，升级环保设施，

提高环保水平，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否则，企业污染一个地方就搬迁到另
一个地方，只能治标不治本，污染却无
尽头。因而，推动污染企业退城入园，
必须要环保先行。不合格者决不允许
过关，更不允许放行，这没有丝毫可以
商量的余地，决不能让污染企业退城
入园的异地搬迁变成了异地污染。在
这方面，不少城市付出过惨痛代价，我
们要引以为戒。

此外，污染企业退城入园后，相关
部门也要规划先行，做好废址改造、利
用工作。一方面要避免造成环境的二
次污染，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土地的集

约开发利用，使这些废址或土地再度
生出“金子”。对此，国内外不少地区
的做法都值得借鉴，如北京市在工业
老厂区798工厂建立了“798艺术区”，
武汉市在百年工业遗址上创建了“汉
阳造”文化创意产业园等，这些创意园
区都已经成为都市文化的新地标，不
仅为城市旅游消费增添了新去处，也
带动了创业、就业，堪称变废为宝的典
范。海口市城区污染企业搬迁之后，
政府部门也应认真琢磨，如何推动废
址的重新利用，使原本政府的“心头之
患”变为百姓的心头最爱，从而释放叠
加效益。

退城入园要环保先行规划先行

近日，共青团中央、民政部和国
家卫生计生委三部门联合发文，要
求推动在婚恋交友平台严格执行实
名认证和实名注册，依法整顿婚介
服务市场，严厉打击婚托、婚骗等违
法婚介行为。

近期，多起网络婚恋骗局频频见
诸报端，一些不法分子依托婚恋交友
平台骗取钱财，其监管问题引发了社
会关注。婚恋交友平台在信息审核
上敞开大门，让本应是幸福和甜蜜象
征的鹊桥，成为婚托婚骗肆意行走之

地。现在，三部门联合发文直指婚恋
交友平台实名注册问题，不仅顺应了
民意，也拉开了整顿婚介服务市场的
序幕。期盼政府部门采取更多举措，
婚恋交友平台严肃整顿内部管理，保
障人们追寻幸福之路。这正是：

婚恋网站藏猫腻，
牵线搭桥只为利；
追寻幸福反被骗，
严厉打击还清明。

（图/朱慧卿 文/邓瑜）

曝“最美书屋”
现盗版书是爱不是害

近日，曾入选“世界最美18座书屋”
的篱苑书屋，因为一篇题为《满是盗版
书也能当最美图书馆，篱苑书屋打了
所有读书人的脸》的文章，再次成为舆
论的焦点。

该文指出“最美书屋”现盗版书并
非妄言。而网友们主动为书屋“开
脱”，也不是纯属狡辩：一则，篱苑书屋
是个公益性的场所，只给看书，并不售
书；再则，对于外界捐赠来的图书，管
理书屋的志愿者们，不太可能细致到
一本本地去鉴定是否正版。事实上，
有人揭“最美书屋”存在盗版书，其本
意未必就是一种害。

从珍惜羽毛的角度来说，盛名之
下的篱苑书屋，自然需要由外而内，做
到品牌和形象的精雕细琢；而就具体
的图书管理而言，虽然我们可以相信，
每个捐书的人都是带着公益心而来，
并且某些人也是稀里糊涂地捐了盗版
书，但公益书屋也须坚决支持正版。
白璧微瑕终究是种美中不足，迅速做
出弥补方能折射书屋的“最美”品质。
有人能直言不讳地及时提醒，也是一种
爱书、爱书屋的实诚表现。 （司马童）

■ 吴雨

在监管部门果断出手防范虚拟
货币交易风险后，投机者疯狂而高涨
的“炒币”热情顷刻遇冷。“炒币”投机
原本就不是资本盛宴，而是高风险的
赌博。

近年来，比特币价格迅速攀升，莱
特币、以太币等其他虚拟货币也跟风
轮涨，引诱大批群众入场。我国比特
币持有量最低时仅占全球总量的7%，
但成交量却是国外的数倍，最高时占
全球八成以上，“炒股炒房不如炒币”
的论调甚嚣尘上。

一幕幕“暴富勾魂曲”的背后，是
人们寻求财富增长的愿望和对高风险
的忽视。比特币作为一种虚拟的数字
货币，有其先天不足：支付的场景很
少，没有国家信用支撑，不具有与货币
等同的法律地位，给投资人利益带来
极大风险。

“炒币”对实体经济鲜有益处，平
台技术风险却颇高。国际上已发生
多起交易平台遭黑客入侵盗窃事件，
投资者须自行承担投资风险；部分平
台更是怂恿投资者参与高杠杆的期

货交易，自己坐庄暗中操纵市场进行
虚假交易，令投资人的资产权益蒙受
损失。

“炒”还是不够快，无法满足一些
人“一夜暴富”的欲望，有人便动了歪
脑筋。大量以“虚拟货币”为幌子，干
着实为传销、非法集资等勾当，仿冒
企业 IPO 上市融资的代币发行融资
ICO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借用“虚拟
货币”的概念，各类非法金融活动不
费吹灰之力便骗来了大批投机者的
血汗钱。

监管对于虚拟货币交易风险频频
预警，对于非法融资更是果断叫停，是
对互联网金融秩序的维护，也是对投
资者利益的保护。一些另类投资仍游
走在法律的边缘，监管部门要积极掌
握动向，对投资者们进行充分的监管
提示和风险预警。

对于另类投资，投资者也应保
持警醒。在暴利面前要保持足够的
理性，对投资的标的和风险要有充
分的认识；要储备足够的知识，对行
业前景进行清醒判断；要根据自身
的风险承受能力，在可承受范围之
内进行投资。

要坚决遏制炒币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