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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违纪

三亚一干部被“双开”
本报三亚11月8日电（记者林诗婷）三亚市

崖州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邢增盛严重违纪被开除
党籍和公职，这是记者今天从三亚市纪委获悉的。

日前，三亚市纪委对邢增盛严重违纪问题进
行了立案审查。经查，邢增盛在担任崖城镇副镇
长、崖州区住建局局长期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他人合谋，非法占有征
地拆迁补偿款；在工程项目承揽、验收等方面为他
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工作严重失职，玩忽
职守，造成国家重大经济损失。其以上违纪问题
涉嫌犯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
经三亚市纪委常委会会议审议并报三亚市委批准，
决定给予邢增盛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
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省青少年革命教育基地
母瑞山挂牌

本报定城11月8日电（记者王玉洁 实习生
王茹仪）11月6日，共青团海南省委在定安县母
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举行海南省青少年革命教
育基地挂牌仪式，全省近百名团干部参加仪式，并
重温了入党誓词。

记者了解到，该基地将深入挖掘海南红色文
化精神内涵，定期组织我省团干部和青少年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让广大团干部和
青少年在实践中体验、在体验中感悟、在感悟中成
长，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做有理想、有信念的一
代新人。

挂牌仪式后，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母瑞山革
命根据地纪念园园长王学广为参加活动的团干部
进行了革命传统教育。

海口合格电动车目录更新
已可预约上牌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获悉，为进一步做好海口市电动自行车
注册登记工作，该支队已根据海口质量技术监督
局等部门联合发布的《海口市合格电动自行车销
售登记目录》（第五批第一阶段），将新增目录的
153款电动自行车车型更新到系统数据。即日
起，新增目录内的电动自行车车主可按照程序办
理预约上牌手续。

据了解，对于列入《海口市合格电动自行车销
售登记目录》（第四批）和新增的《海口市合格电动
自行车销售登记目录》（第五批第一阶段）里的车
型，可办理预约上牌手续。对于未被列入目录里
的车型，交警部门不予办理预约上牌手续。

市民可通过“椰城交警APP”办理电动自行车
预约上牌。具体操作为用手机下载“椰城交警
APP”后，点击“便民服务”功能栏里的“电车上牌”，
填写相关信息后提交，交警部门会发送预约成功的
通知短信。

选择服务站现场预约的市民，现场办理预约
手续后，交警部门将根据登记材料录入系统，并发
送预约成功通知短信。

■ 本报记者 李磊 刘操

记者来到海口市大致坡镇美桐
村时，正是一个秋日午后，在村里的
大榕树下，村民们正围坐在石凳上，
修剪着富贵竹。他们身边，一盆盆富
贵竹苗浸在水中，绿色饱满的叶片展
现着它们蓬勃的生命力。

美桐村曾在革命战争年代书写下
不屈历史，如今村里的后人继承革命
传统，发扬革命精神，不畏困难，积极
发展富贵竹种植业，走上一条绿色的
致富路。

忆往昔岁月，英勇不屈

1938年在琼山县云龙墟进行的
云龙改编，美桐村就有周家中、周家
益、吴多仁、曾衍宝、曾兴芳等5名村
民参加。

抗战期间，美桐村村民与日寇开
展殊死搏斗，大批村民走出村子，参加
了琼崖抗日总队，极大打击了日寇的
嚣张气焰。

今年91岁的村民冯祖文说起当
年日军对美桐百姓的残害，依旧咬牙
切齿，他亲眼所见日军对这个小村庄
的一次轰炸，“1942年初，日本人一共
派了3架飞机，飞过村庄时投下炸弹
后，村里一片火海。”

在那次轰炸中，冯祖文的姑妈、
叔叔被炸死，大半的村民无家可
归。据统计，在琼崖沦陷的6年多时
间里，美桐村被日寇杀害的群众达
到60人。

看今朝生活，转思路谋发展

1951 年 8月，中央人民政府南
方革命老根据地访问团来到海南，
为美桐村授予“革命模范村”的称
号。经过多年的发展，美桐村现有
63户239人，党员78名。曾经靠种
橡胶为生的村民转变发展思路，一
部分村民发展槟榔、牛大力等经济
作物，还有不少村民从事养猪业，收
入逐年提高，不少村民盖起了两层
小楼。近年来，美桐村覆盖了网络

光纤专线。
“富贵竹是我们村的特色产业，

富贵竹亩产值可达1.2万元。”美桐村
民小组组长冯学文介绍，近几年，村
里利用富余劳动力发展富贵竹种植
业，再加上村民养猪、打工的收入，
2016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
8900元。

每个月，大致坡镇都会组织农民
学习富贵竹花卉种植技术课程。每

逢开课的日子，美桐村村民就像赶集
一样，赶往村口统一学习。

在美桐村的富贵竹园圃里，一株
株富贵竹长势良好。75岁的村民曾
金英坐在一片富贵竹苗旁告诉记者，
如今村里年轻人在外打工，种植富贵
竹不用干重体力活，村里很多老人都
能在闲时发挥余热，村里的生活越过
越红火。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记者计思
佳 叶媛媛）11月6日下午，海口市政
府常务会原则性审议通过了《海口市
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试行办法》（下
简称《办法》）。根据《办法》，海口将通
过有奖举报的方式调动市民参与环境
保护监督的积极性，市民举报环境违
法行为属实的，最高可获奖金1万元。

根据《办法》，一切单位和个人都
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
进行举报。环境保护系统工作人员
（含聘用人员）或者其直系亲属举报环
境违法行为不适用本《办法》。举报范

围为海口行政区域内依法应当由环保
部门查处的，且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水
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工业固体废
物和危险废物管理、放射性废物管理
相关法律规定的环境违法行为。

关于奖励金额，《办法》明确，举报
案件经环保部门查证属实的，即奖励
举报人500元。经环保部门依法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的，罚款缴入国库后，按
所处罚款金额的10%给予奖励，最高
奖励不超过5000元。举报案件最终
被认定构成环境污染犯罪移送公安机
关并由公安机关立案的，再奖励5000

元。所有奖励金额累计不超过1万元。
另外，同一违法行为有多人举报

的，奖励最先举报人；联合举报的，奖
金平均分配；举报一个对象多项环境
违法行为的，按就高原则以一条线索
计算奖金。举报案件被查处后，被举
报对象再次出现环境违法行为的，可
继续举报并获取相应奖励。举报人提
供的证据或线索事先已被环保部门掌
握或被媒体曝光的，不予奖励。

环境违法有奖举报途径包括电话
（12345 或 12369）、来信、来访提交举
报信息等。

■ 本报记者 刘操 实习生 王昱陈曲

10月31日深夜，凉风阵阵，在美
兰机场停机坪上，海航航空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海口航线二室经理易从涛
仔细询问着机务人员当天的检查情
况。“时间紧迫，必须抓紧检查，发现
故障立马解决。”易从涛说，每天从晚
上8点开始工作到第二天早上9点，
每一架飞机从一落地美兰机场起，他
和同事们就会进行一系列检查工作，

目的是保障每一架从美兰机场离开
的飞机都可以安全离港。

“我从小就对机械的东西很感兴
趣，上大学选专业的时候觉得飞行器
动力工程正是自己想学的，毕业后从
事民航飞机维修工作。”2002年，从
中国民航学院飞行器动力工程专业
毕业的易从涛加入了海航，成为一名
机修师。

波音飞机的电气线路标准施工
方法一直是飞机维护的难点之一，因
为施工方法需要查阅特定的线路标
准施工手册。“手册涵盖所有波音飞机
的电气线路施工方法，内容繁杂，并且

许多专业术语不易理解，这就增加了
按标准检修飞机的时间。”易从涛告诉
记者，在不断研究后，他自己总结出一
套贴合实际的施工标准指南。

“争分夺秒”是易从涛和他的同
事们的工作常态。今年，监控系统发
现，一架飞机右侧发动机引气故障，需
要更换发动机顶部一个活门，在更换的
过程中，一根气管和活门上的接头咬
死。由于发动机顶部空间狭小，接头的
位置很难接近。

“如果将气管和活门一起拆下需
要先将发动机拆下来才能完成，这会
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且飞机还

得停场一两天时间。如果适当进行
敲击震动，接头有可能会松开。”现场
的机务人员分析。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易从涛在
工具间找出了工具，经过几次小心的
尝试后，接头松动，活门很快被顺利
拆下，飞机安全地投入运行。

冬季来临，美兰机场进出港飞机
量增加，易从涛和同事们每天都很忙
碌，但他还是要求自己和同事们工作
之余坚持学习。“必须弄通弄懂每一种
机型配发的厚厚的机修手册，才能保
证提供快速优质的服务。”易从涛说。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

海口市大致坡镇美桐村：

种植富贵竹走上绿色致富路

海口制定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试行办法

举报环境违法行为最高奖1万元

机修师易从涛争分夺秒排故护航

“我从小就对机械很感兴趣”
天涯工匠

走访海南“革命模范村”

扶贫应从“碎片化”
走向“组织化”
■ 侯小健

琼海市大力推进产业扶贫组织
化，目前，全市 2827 户贫困户（含19
户农垦贫困户）已全部加入 61 家公
司或合作社发展产业，通过“党支部+
合作社+贫困户”及“合作社+贫困
户”等模式发展扶贫产业，提升了扶
贫效益。

我们由此得到启迪，扶贫，要充分
发挥专业合作社和企业的辐射带动作
用，推进产业扶贫组织化，整合各方资
源、技术，让贫困户抱团发展，逐步实
现从“碎片化”走向“组织化”，建立稳
定脱贫长效机制。

多年来，不少贫困户在发展脱贫
产业时，因缺乏技术和管理经验，在种
植、养殖方面往往力不从心，难免会有
风险。同时，单家独户面对市场，也往
往因信息不灵而致产品销路受阻，影
响扶贫效益。这种“碎片化”扶贫弊端
显而易见。

产业扶贫是贫困户脱贫的有效
途径，而提高贫困户的组织化水平
是破解“三农”问题和解除贫困束缚
的根本措施。为此，应大力推行“公
司+基地+贫困户”“企业+贫困户”
等扶贫模式，引导贫困户加入公司
或合作社，实现抱团发展，将村级组
织或龙头企业的示范作用、企业先
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贫困户的土
地与劳动力有效整合起来，提高贫
困户的组织化水平，可实现一举多
得：一来可依托企业或合作社的技
术优势和规模优势，将贫困户拧成
一股绳，将零碎的小项目融入大产
业，构建合作共赢、分配合理的利益
连接机制，让贫困户分享产业发展
收益；二来贫困户可在抱团发展中
学到真技术、真本领，增强其自身的

“造血”功能；三来变一家一户面对
市场为贫困户共同联手闯市场，增
强应对市场的能力。

这要求我们要创新扶贫开发的体
制机制、方式方法，充分发挥龙头企
业、专业合作社等的辐射带动作用，建
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实现贫困群众
可持续脱贫。

扶贫快语

世姐佳丽亮相三亚
游客举相机追捧“女神”

本报三亚 11月 8日电 （记者孙
婧）正在三亚备战2017年第67届世界
小姐总决赛的选手们，为当地绝美的
自然风光所倾倒。今天上午，29名佳
丽专程前往三亚南山景区游览、拍外
景，与此同时，佳丽们也成为一道亮丽
的风景，引来众多游客的追捧与合影。

来自南非、阿根延、澳大利亚等国
家的29名佳丽一走进南山景区不二法
门，立即被热情洋溢的黎族风情舞蹈
吸引，欢乐的节拍让佳丽们也忍不住
跟着起舞。

据悉，这是世界小姐总决赛第7次
落户三亚，也是第6次来南山景区拍摄
外景。11月8日和10日，126名世姐
选手将分批前往南山、蜈支洲岛、崖州
古城、中心渔港、天涯海角、大小洞天、
森林公园、半山半岛等代表性景区进
行外拍。接下来，选手们还将在三亚
开展体育竞技、孤儿院慈善、才艺单项
赛等活动。

本届世界小姐总决赛将于11月
18日晚在三亚体育中心举行。

➡ 佳丽们跳黎族舞蹈。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险！载着8个孩子的校车
被困洪水中
万宁边防官兵成功营救

本报万城11月8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李
建龙）11月6日至7日，万宁市普降大暴雨，局部
地区特大暴雨，部分村镇被淹，情况十分危急。万
宁边防支队接到警情预警后，迅速组织官兵参加
抗洪抢险工作。

7日17时14分，在万宁市礼纪镇太阳村高架
桥下，一辆幼儿园校车路过太阳村时，大水已将路
淹没，车子刚刚行驶至高架桥下，洪水突然暴涨，
车辆突然熄火，车内多名小孩被困，水位仍在不断
上涨，情况万分危急。礼纪边防派出所接到报警
后闻讯而动，边防官兵在10分钟内到达现场。救
援人员从车尾部离高地比较近的地方徒步蹚水到
校车处，将小孩一个个抱上岸，被困的8名小孩和
1名司机被成功营救。

当天上午，万宁东澳镇岛光村水桥村民小组
发生险情，万宁边防支队机动中队20余名官兵先
后转移受困人员18名。当天9时许，山根镇衡山
村和华明村部分路段洪水涨超路面约1米深，水
势很猛，周边的群众无法往返，山根边防派出所官
兵发现险情后，立即拉警戒线对该区域重点路段
进行封锁，直到降雨量逐渐减少，洪水退至路面以
下后，官兵才解除封锁。

■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按规定安装或不正常使用大气、水、噪音、
工业固体废物等污染环境防治设施

■在禁燃区内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或者未按照规定停止燃用高
污染燃料的

■通过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废水、废气的

■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

■环保部门已采取责令停止生产、查封扣押等措施，未经批准擅自恢复生产的

■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
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等

举报下列行为的，经环保部门认定属实后，给予奖励

5个预约、上牌服务站地址

美兰大队交通管理服务站
（地点：海甸岛白沙门公园正门西侧）

龙华大队交通管理服务站
（地点：渡海路世纪公园北侧）

秀英大队交通管理服务站
（地点：南海大道168号保税区汽车小镇内）

琼山大队交通管理服务站
（地点：椰海大道与学院路交叉口西侧100米处）

车管所电动自行车上牌点
（海南省二手车交易市场）（ 地点：琼山大道

与新大洲大道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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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制图/陈海冰

俯瞰绿树环抱的美桐村，村旁有成片的富贵竹苗圃。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