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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6日讯（记者陈雪
怡 特约记者邓韶勇）一条蜿蜒闭合的
海岸线圈出一个四面环海的海南岛，
这道“线”究竟多长？省政府近日公布
的《2016年海南省（海南本岛）海岸线
修测成果》显示：海南省（海南本岛）海
岸线总长1944.35千米，自然岸线长
度为1272.61千米，占海南本岛岸线
总长的65.45%，远超于全国自然岸线
保有率约35%的平均水平。

海岸线是海洋与陆地的分界线，
指平均大潮高潮时水陆分界的痕迹

线。记者今天从省海洋与渔业厅了解
到，相较于2008年海南省（海南本岛）
海岸线成果确定的1822.84千米，本
次修测后的海岸线总长度增加了
121.51千米，增幅6.67%。据本次海
岸线修测成果，除了海岸线总长度增
加外，我省的防潮堤岸线比例大幅提
高，红树林岸线比例提高明显。“相较
于2008年海南省（海南本岛）海岸线
成果，2016年海南省（海南本岛）防潮
堤岸线比例从3.5%上升为10.25%，
是原比例的3倍，以及红树林岸线比

例从8.43%上升为11.62%，比例提高
较为明显。”省海洋与渔业厅海域管理
处处长陈刚介绍道。

海南岛海岸线“长了”121.51千米，
原因何在？陈刚解释道，主要原因包括
测量精度提高、人类活动影响、自然环
境变化等。据承担本次岸线修测任务
的省测绘地理信息局相关人员介绍，相
较于2008年海南省（海南本岛）海岸线
成果，本次海岸线修测测量精度更高，
实测点更密，成图比例尺更大，更为精
确地体现了海岸线的实际状态，反映在

数据成果上即海岸线走向更为曲折。
该因素是本次修测海岸线总长度较大
幅度增加的最主要原因，经测算，该因
素造成海岸线长度的变化占海岸线长
度总变化的78%。

海岸线长度的变化，不仅源于测
量技术的提高，还因为测量方式更加
细致。据悉，本次海岸线修测采用了
最新高分辨率航空航天遥感影像、网
络RTK实测技术、地理信息系统等技
术手段，采集数万张照片反复比对，测
定海南省海岸线的位置、走向、长度和

类型，并对每一段岸线进行了人工徒
步丈量测绘，综合技术资料、人工考察
结果、历史状况与现状，最终得出岸线
长度的精确结论。

省海洋与渔业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该厅将根据海岸线自然
资源条件和开发程度，将海岸线划
分为严格保护、限制开发和优化利
用三类，提出分类管控要求，制定自
然岸线保护与利用的管控年度计
划，并将任务分解到市、县，将严格
保护岸线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管理。

《2016年海南省（海南本岛）海岸线修测成果》显示

海南岛最新“周长”：1944.35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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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缴公告
琼工商处催告〔2018〕1号

海口华源泰贸易有限公司及授权代理人梁勇：
因我局无法在你公司法定住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国贸大道国

贸花园7号楼802房找到你公司，也无法联系到授权代理人梁勇，无
法向你公司及梁勇直接送达《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
履行催告书》（琼工商处催〔2017〕1号）。依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
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第（三）项之规定，我局依法以公告的方
式送达，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附件：《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琼
工商处催〔2017〕1号）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8年2月6日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
琼工商处催〔2017〕1号

海口华源泰贸易有限公司：
本局于2017年5月15日依法对你公司作出罚款365742元的行

政处罚决定（琼工商处〔2017〕1号），并于2017年5月19日向你公司
进行送达。你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也未在规定期限内（2017年5月20日至6月3日）履行缴纳罚款的义
务。截止2017年12月1日已逾期180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
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第
二款“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过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之
规定，加处罚款金额为365742元，本案罚款金额和加处罚款金额合计
为731484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
定，本局现催告你公司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到中国工商银
行海口市国贸支行缴纳上述罚款（户名：海南省财政厅财政性资金，账
号：9558852201000030222）。

收到本催告书后，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无正当理由逾期
仍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石鹏、吴清荣 联系电话：32883889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8年2月6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三稽告[2018]1号

洋 浦 鼎 信 再 生 资 源 回 收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46004006232289X,法定代表人：刘海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和五十四

条规定，我局对你公司2013年4月9日至2016年6月30日期

间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涉嫌虚开的违法事实,

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现需你公司对检查发现涉嫌虚开

的违法事实予以核实确认，或提供有关证据。鉴于目前你公

司已不在注册地址办公，法定代表人，财务联系人均无法联

系，相关涉税文书无法直接送达，现将《税务事项通知书》（琼

国税三稽通 [2018]10号）公告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自本公告之日起

满30日，即视为送达，我局将依法作出处理。

《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三稽通 [2018]10号）主要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和第五十四条

规定，我局对你公司2013年4月9日至2016年6月30日涉税

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涉嫌虚开的违法事实,限你公

司收到本通知书后7日内，来我局对涉嫌虚开的违法事实予以

核实确认，或提供有关证据。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逾期不

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我局将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2018年2月6日

办公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国税大厦5楼8501房

联系人：梁广升 周青转

联系电话：66152305

海南日报社2017
年度新闻记者证

核验公示

根据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
体育厅《关于做好2017年度新
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的通知》（琼
文出【2018】5号）文件要求，为
进一步加强对采编人员的管理，
我社对新闻记者证开展了自查
及核验工作，现将核准人员名单
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2018年2月7日
至2018年2月13日

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举报电话：0898-65236515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核验小组
监督电话：0898-66810559

0898-66810664
海南日报社

2018年2月6日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王莹莹

“给你再多的钱总有花完的时
候，坐吃山空没有用，还是花自己挣
的钱，心里更踏实！”2月2日，记者在
临高县临城镇头星村见到了脱贫户
林青。林青曾是一名贫困户，而现在
他已经成为村里的致富典型。谈起
自己脱贫致富的经历，林青就只有这
句话，“肯干，就能过上好日子！”

林青家里有3个在上学的孩子，
妻子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全家原

来只靠着0.6亩水田种水稻攒粮食，
日子过得艰难。2016年，临高将林
青家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给予他3
万元帮扶发展资金发展农业生产。

用这笔帮扶资金，林青租了2亩
地种葱，买了1台微耕机，养了2头黄
牛，夫妻二人劲头十足地干起来。

为了能把自家种出来的香葱卖出
好价钱，林青起早贪黑，凌晨一两点钟
就起床下地，赶到田洋上拔葱洗葱准
备销售。

在积极发展生产的同时，林青还

坚持“充电”学习，每期的脱贫致富电
视夜校他都会收看。通过收看节目，
林青懂得了贫困户脱贫除了要勤劳，
还要懂得对接市场。在种香葱的过程
中，林青发现有的收购商比较忙，不愿
意每天凌晨到田洋上收葱。于是他主
动揽活，每天下午收上几百斤葱，用电
动车运送到收购站交到收购商手中，
从中赚取差价，每天可赚70多元。

2016年，仅种葱一项林青就赚
了1.5万余元，加上种植冬季瓜菜、
务工等其他收入，家庭年人均收入

达 8000 多元，一家人顺利脱贫。
2017年，林青卖了1头公牛，收入比
2016年还增加了1万多元。

如今，摘掉了贫困帽子的林青
很高兴，为了防止他们家因学返贫，
临高还继续为他的孩子提供教育帮
扶，读高中的孩子每年有4000元的
补助，读初中的孩子每年有2900元
的补助。

今年，林青则计划拿着卖牛的
钱，继续扩大香葱种植面积，实现收
入稳增。 （本报临城2月6日电）

临高县临城头星村村民林青积极发展生产脱贫致富

“肯干，就能过上好日子！”

查办一批危害公众健康的大案要案

海南食药稽查工作获国家
食药监管总局通报表彰

本报海口2月6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范南
虹 张博）记者今天从省食药监局获悉，省食药监局
稽查局有效打击食药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在
近日召开的全国食品药品稽查工作会议上，获得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稽查局的通报表扬。

根据全国食品药品稽查工作考核结果，省食
药监局稽查局在案卷质量、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
开等方面工作突出，被评为“全国食品药品案件查
办工作成绩突出集体”，2人被评为“全国食品药
品案件查办工作成绩突出个人”，查处特大跨国
生产销售“活血丹”假药案件被评为“全国食品药
品稽查执法优秀案例”。

据了解，省食药监局稽查局自成立以来，查办
了一批危害公众健康的大案、要案。2013年至
2017年，该局直接查办各类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
罪案件157件，其中，食品案件63件，药品案件52
件，化妆品案件14件，医疗器械案件28件，查办
重大案件24件，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机关案件18
件，11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除了查案办案外，省食药监局稽查局通过日
常履行稽查使命，采用“统一行动、全面覆盖、多轮
复查、彻底清除、对外公告”的整治方法，通过一个
产品一个产品整治、一个行业一个行业整改，坚持
不懈开展了33轮全省拉网式排查整治，覆盖所有
市县和乡镇。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李静

“本轮巡察，共受理来电来信来访
165件人次，个别谈话434人次，调阅
有关资料5937份，走访调研271处；
共发现问题163个，已推动整改59
个；发现党员干部涉嫌违纪问题线索
43件86人。”日前，十三届定安县委第
四轮巡察工作结束，亮出“成绩单”。

近年来，定安县委把巡察工作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续加大力度用
好巡察利剑，通过巡察反馈、整改和
线索移交查处，加大通报曝光力度，
形成有力震慑，以巡察工作的实际成

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没什么问题。”“没有意见，都挺

好。”这是定安县委首轮巡察启动后，
入驻雷鸣镇的第二巡察组听的最多
的话，反映问题的人寥寥无几。

“不接地气听不到真实的声音，把
好脉、找准病灶，才能‘对症下药’。”
第二巡察组组长梁心带着组员把办公
室“搬”到田间地头，主动上门“问诊”，
村民们才渐渐打开话匣子。

“党的好政策到了村里，有需
要的人没得到，村支书的亲属倒是
沾光不少。”在几轮走访调查后，
巡查组将目光聚焦在雷鸣镇石锦

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吴
钹平身上。

经过巡察得知，吴钹平所在的石
锦村村民小组六组，在 2012 年至
2016年期间获得危房改造指标9个，
吴钹平及其亲属分得4个；2016年以
来，该村民小组9户贫困户中，他的
亲属就占了4户。吴钹平作为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在农村危房
改造指标分配和贫困户安排中，存在
长期以来利用职务之便优亲厚友的
问题。2017年11月，雷鸣镇纪委给
予吴钹平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这并非个例，定安牢牢把握政治

巡察定位，突出重点对象和重点领
域，围绕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执
行中的问题、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方面
的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
题确定巡察任务，对基层党建、换届
选举、干部作风纪律、脱贫攻坚等情
况开展巡察。

据统计，在2017年以来的四轮
巡察中，巡察组共受理来信来访338
人次，个别谈话924人次，调阅有关
资料12310份，走访调研601处，发
现问题518个，党员干部涉嫌违纪问
题线索81件136人。

（本报定城2月6日电）

定安以巡察工作推进作风建设

坚持问题导向 发挥利剑作用

陵水开展节前食药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椰林2月6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陈思国）春节将至，陵水黎族自治县从本月2日至
13日，在全县辖区范围内开展8项食品安全拉网
式专项快检排查行动和药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打击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确保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检查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快检牛百叶、冰鲜
鱼虾、散装海干产品等是否用甲醛浸泡；二是快检
散装米粉、鱼丸、肉丸等是否添加硼砂；三是快检
散装腊肉、腊肠亚硝酸盐是否明显超标；四是快检
散装银耳、竹笋二氧化硫是否明显超标；五是快检
是否用沥青、工业松香拔除禽畜毛；六是快检食盐
是否含碘；七是检查散装饼干、糖果制品、炒货食
品及坚果制品是否有散装食品标签、是否符合要
求的情况；八是排查旅游餐饮持证、食材来源、加
工制作、食品安全管理；九是旅游景区药品经营企
业和使用单位是否按规定经营使用药品等情况。

记者了解到，此次专项行动将对全县辖区内
的超市、农贸市场、冻库、旅游餐饮单位、旅游景区
药店等消费量大的集中消费区域进行拉网式检
查，做到100%覆盖，不留死角。

洋浦开展
海上应急大演练

本报洋浦2月6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张立三 张向迎）洋浦海事局结合辖区产业特色，
今天分别在白马井锚地、海南炼化成品油码头开
展海上消防和溢油应急大演练。

按照演练预案，上午9点，一艘装载燃料油的
船舶在白马井锚地过驳作业时“突发甲板着火”、

“燃料油泄漏入海”情况，洋浦海事局接警后立即
启动指派海巡“11503”轮赶赴现场警戒，并指挥
铺设消防皮龙开展自救，同时协调“海卫2”携带
收油机、围油栏、吸油毡等器材赶赴现场清污。一
个多小时后，火势和现场油污均得到控制，演习结
束。当天下午，洋浦海事局还在海南炼化成品油
码头开展船舶溢油应急演练。

据悉，春节期间，洋浦港、炼化、金海等码头依
旧有船舶靠泊作业，其中大多为外籍船舶。此外，
在洋浦停航的船舶大多会前往白马井及后水湾锚
地抛锚，而此时锚地又聚集了大量回港过年的渔
船，航运情况较为复杂，此次大演练也有效提升了
洋浦海上应急处置能力。

琼中鸭坡村：
发展民宿促农脱贫

近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湾岭镇鸭坡村“瓦屋家”民
宿，工作人员在包装特色农产
品，打扫客房，做好各种准备工
作，迎接春节假期的来临。

鸭坡村“瓦屋家”民宿是村
里的扶贫项目，该村利用琼中
发展乡村旅游的机遇，在政府
的帮助下成立了该民宿项目，
带动村民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秦海灵 摄

脱贫攻坚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