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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热点

儋州市慈善总会正式成立
获500万元财政支持，采取“定向捐赠”“设立冠名基金”等方式募集基金

本报那大12月20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李珂）今天，儋州市慈善
总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会员大会。为
了支持慈善事业，儋州市财政拨付
500万元作为该慈善总会创始基金。

据了解，儋州市慈善总会现已发

展会员124个，其中单位会员45个、
个人会员79个。

在儋州市慈善总会第一次会员大
会上，通过了《儋州市慈善总会章程》
《儋州市慈善总会资产管理办法》。

《儋州市慈善总会章程》中明确了
其业务范围，包括筹募善款、赈灾救
助、扶贫济困、慈善救助、公益援助、合
作交流、咨询服务等。

《儋州市慈善总会资产管理办法》
中，规定其资产的募集、管理和使用，
接受监事会及捐赠人的监督，每年接受
业务主管部门、国家审计机关或社会审
计机构的审计，并向社会公布。

儋州市慈善总会会长林明忠表示，
将多举措推进慈善事业：首先，推动慈
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
区，让整个社会充满慈善的人文关怀，

将慈善之心变为慈行善举。其次，创
新慈善资金募捐机制，探索“互联网+
慈善”模式，坚持企业、社会法人单位
捐赠与爱心人士捐赠相结合，采取“定
向捐赠”“设立冠名基金”等方式，提高
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再次开
展以“大爱儋州”为主题的系列救助活
动，打造“助医行动”“阳光助学”等慈善
救助系列品牌项目，坚持救急与助困、

临时救助与项目救助相结合。然后建
立健全信息通报制度，加强对慈善项目
实施过程、结果和运行情况的跟踪反
馈，定期向社会公布善款使用情况，接
受社会各界和审计部门的监督。最后
加强慈善组织建设，扩大会员和志愿
者的社会覆盖面；加强思想教育，引导
慈善总会工作人员以高尚的情怀、奉
献的精神投入慈善事业。

本报那大12月20日电（记者易
宗平）外围，是辽阔大海般的蓝色，洋
溢着“天容海色本澄清”的大气；内
核，在一颗红心里面，5个人手牵着
手，激情演唱儋州调声（右图）。这是
12月20日，儋州市慈善总会发布的
会徽形象。

儋州市慈善总会会徽由儋州市歌
舞团团长李火生设计。他介绍，此会
徽外围的蓝色代表大海，寓意慈善人
的胸怀像大海一样宽广，彰显大爱无
疆；内核的红心寓意关爱、奉献、感恩，
调声符号代表儋州地域文化，象征儋
州人民携起手来奉献爱心。

值得一提的是，会徽图案里融入
了儋州调声这一极具特色的本土文
化。产生于西汉时期的儋州调声，节
奏明快、旋律优美、感情热烈、可歌可
舞，被誉为“南国艺苑奇葩”。2006年
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儋州调声
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儋州市慈善总会会长林明忠表

示，这个会徽生动而深刻地体现出儋
州市慈善总会的性质，这是以人为本，
大力推进抚孤助残、安老扶幼、赈灾救
援、助学兴教、抗击疫情的公益慈善
机构。

儋州市慈善总会会徽图案富有本土文化底蕴

携起手来 奉献爱心

登上位于儋州市那大城区的儋阳楼，即可北观闻名全国的海南热带植物园，南望浮光耀金、静影沉璧的云月湖，西眺海南大学儋州校区和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此情此景，让人如英雄临风，顿生凌云壮志。

斥资逾亿元的儋阳楼，依照古代楼阁建筑的经典制式，表现为“明五暗七”的垂直台地布局风格，成为儋州市的地标性景观。据悉，儋阳楼内将设儋州博物馆。
儋州人或到过儋州的许多人题诗作对时，乐于将儋州书作“儋阳”。“儋阳”成为文人墨客竞相吟咏的意象。明代劳翱《登载酒堂》云：“儋阳景色夏如春，

学士堂开瘴海滨。”清代文冠斗《八景合咏》云：“儋阳春色竞河阳，翠点松林晚倍芳。”苏东坡故居桄榔庵重建落成时，清代李文彬即兴写下“天教远谪非无意，
儋阳从此文风被”的诗句。如今，以“儋阳”命名的儋阳路、儋阳街等，在儋州并不少见。图为儋阳楼全景。 文/本报记者 易宗平 图/特约记者 吴文生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王家隆

宽阔的街道上，车辆畅通无阻；拆
除了违建的人行道上，人们愉快地来回
行进。今天，儋州市那大镇振兴南路
杂货店老板薛二丹一边招呼着进店购
物的顾客，一边乐呵呵地告诉记者：“我
们把门前的铁棚子拆除后，生意很快变
好了！”

薛二丹透露，以前她们家门口的
人行道上搭建起铁棚子，目的是为了
摆放货品、停放电动车等。像这样的
铁棚子，曾经在这条街道上有近200
个，导致人行道堵塞，使得街道上人

车混行，振兴南路越来越拥挤，但杂
货店的顾客却不见增多。

今年5月中旬，儋州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局送达拆除铁棚子等违建通
知书时，薛二丹与丈夫符仁谟一开
始都不理解。

“铁棚子拆了，路就宽了。这样
你们自己不仅住得更舒适，车流量、
人流量也会增多，你家的生意就会好
起来。”儋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工作人员和社区负责人这样劝说符
仁馍夫妻。

夫妻俩一合计，觉得“拆棚子增
财源”的说法有道理，于是主动拆掉

了自家门前占用人行道20多平方米
的铁棚子，还路于市民。

在符仁馍夫妻的带动下，在儋州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队劝说
下，振兴南路130家市民自行拆除了
家门前私自搭建的铁棚子。

不仅仅从语言上劝导，儋州还实
行利益导向机制。儋州市政府汇总
数据表明：按照“定点、定时、定标”原
则，该市初步选址拟定了100个位置
设置便民亭，并分别对振兴南路、新
生街、红旗街、东门街、兴隆路、发祥
路以及文化广场周边等7条街道，新
规划小车停车位512个、摩托车位

4576个，让市民出行更畅通。
“在疏导同时，对拒不拆除违建

的业主，按程序下发自行拆除通知、
行政处罚通知、强制拆除催告、强制
拆除决定书，在市公证处到场公证和
全程录像前提下，予以强制拆除，并
做好拆违后的巡逻、维护、巩固工
作。”儋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
长符明星说。

符明星介绍，从2015年6月启动
三年拆违攻坚大会战以来，儋州市已
拆违32.78万平方米，比原目标净增
9.45万平方米，超过原计划40.5个百
分点。 （本报那大12月20日电）

儋州拆违提前完成三年攻坚总目标
已拆违32.78万平方米，超过原目标40.5个百分点

儋州与银川携手举办
城际旅游博览会
今后每年一次 两地轮流举办

本报那大12月20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李珂 张琳）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1月3
日，首届城际旅游博览会将在儋州市举办。这是
记者昨日从首届中国（银川·儋州）城际旅游博览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银川、儋州两市旅游部门负责人一致表示，举
办中国（银川·儋州）城际旅游博览会，旨在响应

“一带一路”倡议，拓展和延伸“沙与海的对话”活
动，加强海南、宁夏两省区之间旅游资源的互补互
动，探索全域旅游发展新模式。今后，城际旅游博
览会每年一次，分别在儋州、银川轮流举办。

首届中国（银川·儋州）城际旅游博览会由儋
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儋州市旅游发展委员会、银川
市体育旅游局承办，儋州市旅游协会、银川市旅游
协会协办，并得到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宁夏回
族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的指导和支持。

本报那大12月20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 罗凤灵 符波）记者今天
从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获悉，近
段时间，该法院成功协调6宗交通行
政赔偿案件，总标的额约1.08亿元。

原告洋浦某顺运输公司、洋浦某
远运输公司（以下简称两运输公司），
与被告洋浦经济开发区相关部门达
成协议，两运输公司自愿撤回6宗案
件的起诉。

两运输公司诉称，2004年2月，
洋浦经济开发区向社会召集投资者在
洋浦开发区内开通公交线路，并承诺

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享受国家和
政府的各项优惠政策及补贴补助。两
运输公司应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之
邀成立了公交公司，并经批准许可后
分别开通了 1路和 2路公交线路。
2008年，两运输公司根据洋浦经济
发展局指令，又分别新购进10辆中
巴车用于接送学生。2012年，洋浦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在未告知两运输
公司的情况下，出资购置10辆大巴
车交由其他公司管理运营并接送学
生，导致两运输公司新增运力闲置。

2016年10月28日，洋浦公交公

司经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批准开
通了5条公交线路，并于2017年 1
月19日得到了洋浦交通运输和海洋
局的批复，开通1-5路5条公交线路
覆盖了两运输公司的运营线路。自
2004年以来，两运输公司根据该管
委会要求实行低票价及月票，以及
减免政策等，承担着社会公益性及
政府指令性任务，导致长期处于政
策性亏损状态。两运输公司多次请
求经济补偿，未果。两运输公司遂
将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洋浦经
济发展局、洋浦交通运输和海洋局

告上法庭，向法院提起6起案件的诉
讼。

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6
起案件后，办案法官认真研判卷宗材
料后，合议认为只有以调解的方式化
解双方矛盾，才能真正做到案结事
了。在全面了解案情后，合议庭制定
了调解方案，先后3次组织各方进行
了正式的协调。

据了解，经过办案法官大量的协
调工作，在自愿的基础上各方最终达
成正式的书面协议，各方当事人对协
议结果均表示满意并握手言和。

海南二中院成功协调6宗交通行政赔偿案件
总标的额逾亿元

洋浦投资3500万元
打造“绿色长廊”

本报洋浦12月20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毛华丰 麦彦礼）今天，在洋浦经济开发区开源大道
两边，工人们一边将树木种植下去，一边小心翼翼
地为树木浇水。洋浦街道将迎来全新“绿色长廊”。

近段时间，洋浦开源大道西侧初步完成搬迁
清表工作，开始进入植树造林阶段。此次植树工
程施工范围，从开源大道北侧靠近关口路段至洋
浦大桥路段，全长约4.5公里，面积约30万平方
米，总投资3500万元，将于2018年春季完工。

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开
源大道绿化长廊是洋浦重要民生工程之一，建成
后将为居民提供一个舒适、优美的生活环境，进一
步提升城区形象和居民幸福感、获得感。

那大城区环境卫生
实行社会化服务
清扫保洁面积
净增244万平方米

本报那大12月20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何秀玲）近段时间，重新明
确职责范围的儋州市那大城区环卫工作
实行社会化服务改革后，清扫保洁面积
从以往395万平方米增加到目前的639
万平方米。

为加快创建国家卫生城市，11月
下旬以来，儋州市把那大城区环境卫
生工作移交给福建东飞环境集团有限
公司管理，决定全面推行社会化服
务。改革后，该公司负责那大镇城区
街道和村巷的环境卫生管理，清扫保
洁面积净增244万平方米。此举将解
决那大城区主次街道和社区背街小
巷、城中村、城边村、城乡接合部环境
卫生管理主体和标准、质量要求不统
一的问题。

据了解，福建东飞环境集团有限
公司拥有各类环卫作业车辆1000多
台，年营业收入逾6亿元，经营范围涵
盖城市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收运、垃圾
中转站、城市园林绿化养护、内河水域
保洁清理和城市市政维护等，已形成

“六位一体”的服务模式。
“推行环卫体制改革，是城市精细

化管理的必然要求。”儋州市副市长田
丽霞说，在借鉴省内外城市环卫体制
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把那大城区的环
境卫生服务推向市场，实行社会化运
作，旨在彻底解决目前存在的那大城
区环境卫生由市、镇两级管理的问题，
实现“一把扫把扫到底”，做到管理主
体、标准和质量的统一。

洋浦前11月
外贸总值达369亿元
占省外贸总值的56.6%

本报洋浦12月20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李天宇 李明河）洋浦经济开发区外贸稳步增
长。记者今天从洋浦海关获悉，今年1月至11
月，该开发区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69.3亿元，同比
增长5.2%，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6.6%。

据了解，洋浦主要出口商品有成品油、原油、
初级形状塑料等，出口对象包括荷兰、澳大利亚、
韩国及东盟等国家和地区。

洋浦海关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多举措
促进洋浦外贸经济快速发展：推行简政放权、优化
通关服务，除按规定减少审批事项外，洋浦海关还
对进出口通关时效等业务进行内外部的整合压
缩，有效提升了通关效率；洋浦海关加强与各外贸
企业的沟通联系，并成立了大企业服务组，专门指
导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用好用足国家给予洋浦的
各项外贸优惠便利政策，加大保税。

儋州地标性景观
儋阳楼：

中国农业银行洋浦支行
升格为分行

本报洋浦12月20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罗其才 陈开任）12月19日，中国农业银行洋
浦支行升格为分行，并举行升格揭牌仪式。这标
志着该分行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方面迈出了新步
伐，将拥有更大权限、更多资源，从而增强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近5年来，中国农业银行共为洋浦经济开发
区内企业提供贷款超过80亿元，受益企业共有6
家。截至目前，该银行为洋浦重点企业授信33亿
元贷款支持。特别是国投孚宝项目建设期间，一
度出现资金困难，但得到农业银行一次性提供的
13亿元建设资金贷款，解了企业燃眉之急，使该
重点项目顺利推进。

中国农业银行洋浦分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升
格后，该分行拥有更大业务权限、更多资源配置和
更优化的流程效率，将进一步服务和支持洋浦经
济又好又快发展。

延伸阅读

临高立案审查扶贫领域
问题线索
立案审查16件22人

本报临城12月20日电（记者罗安明 通讯
员符开炳）今年以来，临高以开展“学规矩、明底
线、知敬畏、守纪律”专题学习教育活动为抓手，进
一步增强农村基层干部党章党规意识和防腐“免
疫力”，细化完善执纪监督制度，查处扶贫领域问
题线索23件，其中立案审查16件22人。

2017年是临高县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该
县坚持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扶贫专项督查，建立
扶贫领域问题线索专项台账，做到快查快结，同时
通过主题党日活动、集中培训等形式，提高农村基
层干部的防腐意识。对于在扶贫领域履职不力、
主体责任缺失等轻微违纪行为，纪检监察机关及
时提醒教育，先后对12人进行诫勉谈话。

据悉，该县波莲镇带昆村因识贫不准“错评”
11户贫困户，造成国家经济损失32.15万元。临
高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3人，给予波莲镇党委
委员和副镇长2人党内警告处分，并对镇委书记、
镇长进行诫勉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