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积＜500㎡ 每宗奖励500元
面积＞500㎡≤1000㎡ 每宗奖励1000元
面积＞1000㎡≤5000㎡每宗奖励1500元
面积＞5000㎡ 每宗奖励2000元

面积＜500㎡ 每宗奖励500元
面积＞500㎡≤1000㎡ 每宗奖励1000元
面积＞1000㎡≤5000㎡ 每宗奖励1500元
面积＞5000㎡ 每宗奖励2000元

一般环境违法行为 每宗奖励500元
造成较大环境影响的违法行为 每宗奖励1000元
造成重大环境危害的违法行为 每宗1500元
提供重要证据或线索，对环境违法案件查办有重要贡献 每宗奖励2000元

奖励方式

举报
违法
用地

举报
违法违章
建筑

举报
违反生态环境
保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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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出栏8968.88万只

同比增长4.0%全省畜牧业产值119.54亿元
同比增长6.3%

肉类总产量39.29万吨

同比增长3.7%
禽蛋产量2.51万吨

同比增长2.4%
生猪出栏287.32万头

同比增长2.9%
牛出栏13.16万头

同比增长5.7%
羊出栏43.40万只

同比增长3.4%

2018上半年

禁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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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出台办法奖励三类举报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在生态循环农业的旅程里，一
棵草的旅途有多奇妙？在位于儋州
的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
种资源研究所基地，郁郁葱葱的柱
花草将开启“牛-沼-草”“五指山
猪-沼-草”“海南黑山羊-沼-草”
等生态种养结合模式。这仅是我
省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
一个缩影。

记者从近日在东方市举行的全
省畜牧兽医工作现场会上获悉，近年
来，全省各级畜牧兽医部门围绕产
业结构调整转型，按照“稳猪、增禽、
促牛羊”的发展思路，以“产业扶贫
和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为目标，畜牧
产业持续健康平稳发展。今年上半
年全省畜牧业产值119.54亿元，同比
增长6.3%。

调结构 从“一元”转“三
元”生产结构

7月10日，在东方市大田镇俄乐
村的海南广鑫牧业公司羊舍里，一头
头皮毛光滑的黑山羊正在听音乐。一
旁的饲料间里，工人正在操作一台全
混合式搅拌机将干草添加乳酸菌等微
生物发酵后，变成黑山羊爱吃的美食。

“黑山羊排出的粪便，还可回收加
工制作成有机肥，很多种火龙果的果农
排着队买。”广鑫牧业董事长赖乾勇介
绍，基地种植150亩青草作为3000多
只黑山羊的饲料，“以草换肉”，大大解
决南方养羊冬季缺草难题。通过对黑
山羊副产物饲料化加工，实现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我省统筹
推进畜牧业生产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按照“稳猪、增禽、促牛羊”的发展思路，
推进养殖业由一元生产结构（畜产品）
向三元生产结构（畜产品、清洁能源、有
机肥）转变。同时，我省打造一批畜禽
特色产业和知名品牌，构建产加销一体
化的经营体系，进一步提升畜牧业的综
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增收。

省农业厅总畜牧师李万有介绍，
“稳猪”的主要措施为完成规模养殖场
的资源化利用改造和环保备案手续；

“增禽”则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
措施，抓两头（种禽和消费）带中间（农
户饲养）；“促牛羊”则以建设规范化、
规模化养殖场、育肥场为抓手，推动

“以草换肉”工程。
今年1-5月，我省以牛羊业为突

破口，新增牛羊规模养殖场26个。截
至目前，全省在养殖云平台有备案规
模养猪场1071个，养禽场（小区）983
个，牛羊养殖场239个。

促发展 畜禽废弃物资
源化需按“快进键”

“乡村振兴的基础是产业振兴，具
体到我省，就是要建设热带农业王牌
产业，这就要求必须把农业的一产做
好，在此基础上‘接二连三’。”省农业厅
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农业的特点是

“菜篮子”主导（水果、冬季瓜菜），而不
是粮食主导，市场在全国，这就要求必
须通过有机肥的使用提升地力提高品
质。因此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对海
南农业发展、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

目前，我省以畜禽养殖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为基础建设生态循环农业示
范省，主要是采取三位一体、四种模
式、四大工程的办法。

三位一体即粪污源头减量、清洁
能源、有机肥，是对养殖场的要求；四

种模式是集中处理模式、有机肥模式、
猪草牛羊模式、深度循环利用（蚯蚓、
黑水虻、蘑菇）模式，是对区域利用的
要求；有机肥资源化利用、秸秆综合利
用、化肥农药减施、田园清洁等四大工
程是对循环农业体系建设的要求。

从各市县规模养殖场资源化利用
情况来看，儋州和琼海为100%完成、
三亚和万宁为98%、乐东黎族自治县
为 97%、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为
89%，其他市县还需按下“快进键”。

下一步，我省还将加大海南地方
特色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
协调科研单位，加大投入力度，筹建畜
禽保种场、保护区。

据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
种资源研究所主任周汉林介绍，目前研究
所已建有海南黑山羊保种场1个，五指
山猪良种繁育场1个，海南黎鸡和儋州
鸡原种场1个。（本报八所7月14日电）

我省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初见成效，今年上半年全省畜牧业产值119.54亿元，同比增长6.3%

绿色畜牧业“畜”势待发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通讯员 尹建军

“在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点办理
相关业务只要一次就可以了，不需要
在银行和不动产登记中心之间来回
跑几趟，而且办理速度快。这对我们
市民来说是极大的便利。”近日，三亚
市民陆艺体验了不动产抵押登记“一
站式办理”后忍不住称赞道。

原来，三亚市民如今只需在一个
“特设”的便民服务点即可一站式办
理不动产抵押登记业务，无需特地跑
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7月 4

日，三亚市首个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
点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丹州小区支行正式挂牌，可直接受
理不动产抵押权首次登记及抵押权
注销登记，实现不动产抵押登记“一
窗办结”。

不动产抵押登记“一站式办理”
“一窗办结”如何实现？三亚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抵押登记部负责人马海
潇解释道，以办理现房抵押登记为
例，群众与企业在和银行签订贷款合
同后，需要和银行工作人员一起到不
动产登记中心申请抵押权登记，随后

经过登记机构受理、审核等流程，登
簿发证后再到银行进行确认放款，整
个办理时间包括群众、企业和银行商
量约定一起到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时
间，到中心后取号排队的时间等。

如今，三亚市国土资源局在邮政
储蓄银行丹州支行服务网点设立不
动产登记便民服务点，以授权受理的
模式创新服务，将不动产抵押权登记
由原先的“银行—登记机构—银行”
简化为“银行一站式”办理，进一步减
少群众和企业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
业务的环节，优化审批模式，提升服

务效率，群众和企业可以更快地获得
贷款资金，银行也可以更好地防范贷
款风险。

让不动产登记“动起来”的速度
也由此体现——“如今，不动产抵押
登记业务的申请、受理、审核环节由
银行负责，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登
簿、发证，再将相关登记信息反馈给
银行。原来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业
务一般需要7个工作日，现在时间可
以缩减一半，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
众少跑腿。”马海潇说。

（本报三亚7月14日电）

三亚首个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点启用，市民可一站式办理业务

让不动产登记“动起来”

文昌严禁公职人员
违规打麻将

本报文城7月14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黄云平）文昌日前印发《关于严禁公职人员违规打
麻将的通知》，严禁公职人员在特定时间、特定场
合以及和特定人员参与打麻将等娱乐活动。

通知强调，严禁公职人员在公务时间和国家
法定工作日晚间打麻将；严禁公职人员在下基层调
研、检查工作期间打麻将；严禁公职人员与管理和
服务对象打麻将；严禁公职人员在沿街、办公场所
打麻将；严禁公职人员参与各种形式的赌博活动。

通知要求，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严
于律己，带头执行严禁违规打麻将相关规定。全市
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把落实严禁违规打麻将相关规定作为深化党风廉
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要开展经常性教育提醒，
加强对本单位干部职工的教育、管理和监督。

文昌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相关部门将采
取不定期明察暗访、通报曝光等方式，加强对参与
违规打麻将等娱乐活动的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
的公职人员，视情节给予相应处理，对因打麻将贻
误工作或进行赌博活动等造成恶劣影响的，一律
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乐东出台
工作日“禁酒令”

本报抱由7月14日电（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
林东）乐东黎族自治县县委办、县政府办日前联合
下发《关于进一步严肃工作日禁酒纪律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对严禁饮酒行为情形进行了
详细规定。

《通知》适用于乐东全县各级党政机关、人大
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及其所属部
门和机构，政协机关以及民主党派机关、群团组
织、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的党员干部
和国家工作人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
理的人员（含村居“两委”干部、驻村第一书记、扶
贫帮扶责任人）等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员。

根据《通知》，上述人员严禁在工作时间内和
工作日中午饮酒；严禁在各类会议、考察调研、学习
培训、检查指导、请示汇报等公务活动期间饮酒；严
禁在执行公务期间饮酒；严禁携带枪支、弹药、档
案、案卷、案件材料、秘密文件或者其他涉密载体饮
酒；严禁身着工作制服在社会公共场所饮酒；严禁
到可能影响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形象的场合喝
酒；严禁酗酒、赌酒、斗酒、劝酒、酒后滋事、酒驾等
有损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形象的行为。

对违反禁酒规定，情节较轻的，给予诫勉谈
话、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或通报批评；情节严重造成
恶劣影响或严重后果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
（或建议）停职检查、免职等组织处理或党纪政务
处分；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对于执行规定不力，多次发生顶风违纪的单
位，将启动“一案双查”，追究单位主要领导和分管
领导的责任。

东方四项创新举措
推进巡察全覆盖

本报八所7月14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唐建宇）东方市委在7月10日启动的第六轮常规
巡察中打破常规，创新巡察方式方法，通过首次将
市领导选任为巡察组长、实施“点穴式”巡察等四
项新举措，进一步加强对巡察工作的领导，巩固扩
大巡察工作战果，彰显巡察工作的影响力。

据了解，为深入贯彻省委关于巡察工作的要
求，高效推进巡察全覆盖工作，东方市委在此轮巡
察中注重创新方式方法，实施了四项新的巡察举
措：打破统一由正科级干部担任巡察组组长的作
法，首次将1名市领导（处级干部）选任为巡察组
组长，以加强对巡察的领导，增强了巡察组的权威
性；将首次开展“点穴式”巡察，即按工作实际需
要，适时从6个巡察组各抽调人员组成临时巡察
组，对重点人、重点事、重点村（居）站所（队）开展
高效率巡察，提升巡察工作的震慑力；首次采用

“一拖N”的方式进行巡察（即一个巡察组巡察N
个单位），以提升巡察工作效率。

《天地宝藏》
椰城上演
精彩杂技引观众热烈反响

本报海口7月14日讯（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乔敏瑞）今天晚上，中国
杂技团建团60周年献礼剧目《天地宝
藏》在省歌舞剧院上演。精彩杂技节
目轮番上演引来观众啧啧赞叹。

这场大型视幻杂技秀以探寻宝藏
为主题，主角小丑串起故事线索，将杂
技节目穿插于剧情之中，现场还邀请
观众参与表演，互动十足。

《天地宝藏》是中国杂技团建团
60周年献礼剧目，此次来琼演出是纪
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暨
2018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系列活动
之一。据悉，该剧目前已表演超2500
余场。

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
海南分营开营

本报海口7月14日讯（记者单
憬岗 通讯员邢诒文）今天中午，10名
海南定居的台胞大学生代表和海南大
学10名优秀大学生志愿者在海口美
兰机场迎接来自台湾嘉南药理科技大
学、高雄大学和义守大学等学校的20
名大学师生。这20名台湾大学师生
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2018年全国台
联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总营活动。下
午，海南分营开营仪式在海南大学举
行，拉开了为期5天的海南分营活动
序幕。

以“龙脉相传，青春中华”为主题
的全国台联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已举
办了十五届，近两万名台湾青年通过
这个平台了解祖国大陆，结交大陆朋
友，其中有不少营员因此到大陆读书、
就业和创业。千人夏令营已成为搭建
两岸青年交往平台的品牌活动。

首批国家乡村优秀青年教师
培养奖励人选公示
我省4名教师入选

本报海口7月14日讯（记者陈
蔚林 特约记者韩小雨 实习生叶润
田）记者近日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儋
州市白马井镇藤根小学教师李伟、东
方市大田中心学校教师王晓玲、澄迈
县白莲中心学校南兴小学教师吴春
梅、陵水黎族自治县隆广中心小学教
师钟燕妃等4名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成
功入选首批国家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
养奖励计划。

省教育厅要求，儋州市、东方市、
澄迈县、陵水黎族自治县教育行政部
门应充分发挥国家乡村优秀青年教师
培养奖励计划入选教师的模范带头作
用，将入选教师纳入本市县骨干教师
等培养序列，在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等
方面为他们提供政策支持及适当的经
费支持，其他市县教育行政部门也要
高度重视乡村优秀青年教师的培养，
完善制度措施，加大骨干引领，为他们
的专业成长提供保障，为海南乡村教
育发展夯实师资基础。

据了解，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
奖励计划是国家为培养造就一支高素
质的乡村教师队伍，加快推进乡村教
育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国际武术A级赛事
12月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7月14日讯（记者王黎刚）记者从
近日召开的“2018引进国际体育赛事，打造国际体
育旅游示范区签约启动仪式发布会”上获悉，国际
武术A级赛事暨第三届中国年度格斗盛典大型武
术搏击行业高峰论坛将于今年12月在海口举办。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旨在打造
类型多样的国际国内品牌体育赛事，推动我省文
化、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加强同“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旅游、体育赛事等领域的交
流合作；同时以体育赛事带动全民健身活动的广
泛开展。

发布会上，赛事项目正式落地签约，RISE、峨
眉传奇、TOPKING、路德FC等赛事机构代表现
场进行签约合作，李景亮、敖日格乐、杨茁等明星
拳手现场助阵。

“第一个问题我来答。”7月14日，万宁市山根镇中心学校举行的知识竞赛上，学生们举手抢答问题。
据了解，这是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32名志愿者组成的爱心支教团带来的“七彩课堂”。课堂开设了经典文

学品读、趣味数学、疯狂英语等科目，并以“第二课堂”为主要研修内容，开办美术、音乐、舞蹈、手工、文明礼仪、心理团辅
等兴趣教学班，引导学生们热爱学习和生活，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丰富学生的暑期学习生活。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禁酒

创新

“七彩课堂”
欢乐多

赛事

本报椰林7月14日电（记者李
艳玫 通讯员陈思国）近日，陵水黎族
自治县制定《陵水黎族自治县新发生
违法用地、违法建设及违反生态环境
保护行为举报奖励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鼓励动员广大群众对违法
建设及违反生态环境保护行为进行

举报监督。
据悉，《办法》所称新发生的违法

用地、违法建设行为（以下简称“两
违”）及违反生态环境保护行为是指
自2018年4月1日后发生的。举报
人可以采取书信、电子邮件、电话、传
真、现场举报等多种方式举报，举报

“两违”及违反生态环境保护行为时，
应向举报受理部门提供线索、证据、
举报人姓名及联系方式以便查验。
匿名举报的，可提供6位数以上密码
作为个人信息代码便于领取举报奖
励。

记者了解到，由陵水县生态环境

六大专项整治联合指挥办公室建立
对外统一的举报受理窗口，设立举报
投诉微信公众号、电话及邮箱。该县
相关部门以及乡镇政府接到办件后，
将在2个工作日内组织人员到现场
进行调查核实，在3个工作日内将核
查结果报给举报受理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