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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关于博鳌庄园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海南国际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位于

琼海市博鳌镇嘉博公路东侧，用地面积为34244平方米，主要技术经
济 指 标 为 ：总 建 筑 面 积 为 24123.74m2（其 中 计 容 建 筑 面 积
16936.84m2）,容积率≤0.49，建筑密度≤22%，绿地率≥40%，建筑限
高≤19.2米。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
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7月20日至7月30日）。
2、公示地点：琼海市规划委员会（http://xxgk.hainan.gov.cn/

qhxxgk/ghw/）、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2671973141@qq.com；
（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组；
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琼海市规划委员会；邮编：571400。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

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委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
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4、咨询电话：0898—36869726，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7月19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7)琼0106执恢315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7)琼0106执恢315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9月4日10时至2018年9月5日10时
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海口市龙
华区68号利亨花园3-4栋利贞阁1106房。

起拍价:1670000元，竞买保证金:330000元。增价幅度:
10000元。

咨询时间:自2018年8月27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16时

接受咨询(法定节假日除外)，展示看样时间:2018年8月27日上
午10至11时(自行前往看样)。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9月5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
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家
规定各自承担;(3)房产的交易及过户按海南省政策执行。

咨询电话:0898-66130025(司法技术室)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8年7月18日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李金波
特约记者 吴孝俊

“赵书记一直惦念着我们家，今
年为我们申请了低保，真是太感谢
了！”7月19日，在临高县和舍镇铺
仔村跃锦村民小组村民王燕影家，
听到驻村第一书记赵永军已经将自
己一家申请纳入低保的材料上报，
50多岁的王燕影握着赵永军的手连
声感谢。

赵永军原在中国扶贫开发协会
任宣传教育委员会秘书长。2008
年，做为中国文化扶贫工程的发起人
之一，他参与制定了《中国文化扶贫
工程的实施意见和建议》，该建议和
意见得到了25个国家部委的响应和
支持。此外，他组织了文化扶贫下乡
慰问演出、文化扶贫书画展览等多项
文化扶贫工程，在国内文化扶贫领域
影响深远。

2016年 8月，华夏银行海口分
行以人才引进的方式，将赵永军从中
国扶贫开发协会引进海南。同年10
月，赵永军来到铺仔村当起了驻村第
一书记。

通过多次走访，赵永军了解到，
由于家庭贫困，王燕影40多岁才成
家，妻子因为有智障，生活不能自理，
孩子年幼。虽然通过扶贫资金入股
等方式，王家的家庭收入高出2017
年家庭人均收入脱贫标准。但是，

“他家没有可持续收入来源，在孩子
未成年之前，家庭情况不会得到明显
改善。”细心的赵永军建议转变帮扶
措施，将这种缺乏劳动力、有残疾人

的家庭纳入低保，解决最低生活保障
问题。

“厚着脸皮求人，带着感情扶
贫。”赵永军诙谐地称自己是一个“化
缘书记”，有着自己独特的“扶贫经”。

“椰子树苗品种确定了！村民们
马上就可以在房前屋后种上了！”7
月19日中午，在去王燕影家之前，赵
永军刚从文昌热带农科院椰子研究
所赶回村委会。

为了发展乡村旅游，赵永军策划
在全村发展庭院经济。他带领干部
村民引进百香果苗，又去文昌考察椰
子树品种，而且通过省民族宗教事务
委员会的人脉资源，争取到了三亚南
山寺定向捐赠的30万元，用于庭院
经济各项工作的开展。“目前已经有
两个村民小组的村民一致通过提议，
我们正在用图纸为他们规划庭院。”

赵永军心里的脱贫账算得明明
白白，“百香果亩产3500斤，半年挂
果。按目前每斤市场地头价6块钱
算，亩产毛收入可达2.1万元。是既
能增收又能美化乡村的好项目。”他
还计划用自己的驻村第一书记经
费，奖励村民，激发他们的脱贫内生
动力。

“我在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时主要
做社会扶贫，所以深知扶贫一定要充
分利用社会力量。”两年来，赵永军不
断为铺仔村引进好产业好项目。

“铺仔村共有1268亩水田，但
利用率不高。”赵永军计划利用水田
种植台湾九品莲花。“一亩水田能种
900株睡莲，一天能产 70多朵花，
按每朵最低 1 元钱的收购价来计

算，一个月下来，一亩就能有2100
多元收入。”

他引进澳门红云烟草集团、海南
莲缘农业有限公司，联合铺仔村委
会、铺仔村种养专业合作社共同参与
建设铺仔村莲花健康小镇项目。计
划采取“医养结合+共享农庄+健康
小镇”的建设模式，吸纳医疗、教学机
构等优质资源，打造具有国际标准、
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试点项目，向
国内乃至国际范围推广实施。

经过两年的摸索，赵永军为铺仔

村产业发展“把脉”，制订了“三年计
划”发展蓝图，拟打造“医养结合＋共
享农庄＋健康特色小镇”乡村旅游模
式，建设“零治安案件、零刑事案件、
零重大事故案件、干部零违纪”四零
村庄，“健康、平安、美丽、文明、富裕”
五个铺仔的田园综合体。争取到
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打赢脱贫攻坚
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如今，铺仔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人数由2016年的151户 702人，降
为17户72人，贫困发生率由26.84%

下降到2.7%。
“书记，又给我们带来什么项目

了？”“书记，我们想请您带大伙出去
考察项目。”赵永军走在铺仔村的村
道上，经常有村民主动上前打招呼，
热切询问产业发展信息。“我很欣慰，
村民们不再‘等靠要’，自主发展意识
越来越强烈。”赵永军说，虽然驻村第
一书记的任期有限，但是，“把图画
好，以后能圆了村民们的致富梦，一
切都值了！”

（本报临城7月19日电）

临高县和舍镇铺仔村第一书记赵永军：

“化缘书记”绘就田园致富蓝图
临高“最美扶贫人”

临高县和舍镇铺仔村第一书记赵永军。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吴昊 摄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通讯员 陈权 陆婷

7月初以来，位于白沙黎族自治
县邦溪镇地质村的葡萄扶贫产业种
植基地迎来了首轮收获期，不少游客
纷纷前来体验采摘品尝的乐趣。

今天上午，记者走进果园，只见
一串串紫玛瑙似的葡萄挂满枝头，
在阳光的照射下，果实饱满透亮，水
润诱人。“这里的无核葡萄很香甜，

我们挺喜欢吃。”外地游客李翰带着
家人及朋友一边忙着采摘品尝，一
边还不忘拍照发到微信朋友圈分享
喜悦。

据邦溪镇镇长符伯志介绍，自
2017年初以来，为帮扶地质村117
户贫困户实现增收，邦溪镇因地制
宜采取了“龙头企业+合作社+农
户”模式，着力引导发展葡萄种植
产业，面积为 100 余亩。同时，葡
萄园试水开展生态休闲农业模式，

安排游客入园自采自摘，丰富了体
验性和趣味性，也切实增加了农户
的收益。

“还是现场采摘的葡萄味道最新
鲜！刚好是暑假，我们还能带着孩子
一起来体验田园生活，感觉挺好的。”
来自白沙龙江农场的游客黄女士笑
着说。

看着枝头累累硕果，正在葡萄园
里忙碌的贫困户陈桂花心里乐开了
花，她说：“在这里打工，每个月能领

到2400元的工资，到了年底还能有
分红。”据悉，现有13户贫困户长期
在葡萄扶贫基地务工，此外还有数十
户贫困户兼职打零工。

“现在入园采摘葡萄的价格是
7.5元/公斤，有时游客一天就能采摘
近100公斤，采摘期还有好几个月，
看起来效益挺不错。”地质村党支部
书记符文伟介绍，预计今年国庆期
间，葡萄园将进入丰产期，欢迎更多
的游客过来游玩采摘。此外，为了保

障葡萄的销路，白沙各级扶贫部门还
将及时对接企业前来收购。据估测，
葡萄扶贫基地第一年亩产葡萄约
1000公斤，年产量可达10万斤，以
现在的市场行情，预计年产值可超
200万元。

据悉，下一步，葡萄扶贫基地还
计划酿造葡萄酒，尝试多方位发展，
打造园区葡萄产业链，帮助当地贫困
群众早日脱贫致富，共同奔向美好新
生活。 （本报牙叉7月19日电）

葡萄园里的“脱贫果”熟了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屯昌开展党员干部
作风警示教育

本报屯城7月19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
王和才）今天下午，屯昌县举行全县领导干部作
风警示教育大会，通报省委第六巡视组进驻该县
以来，通过巡视巡察联动发现的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违反“四风”情况以及不作为、慢作为、乱
作为、假作为等作风问题及调查处理情况。

会上，屯昌还通报了近年来查处的党员干
部作风方面问题和处理情况。据统计，2014年
以来，屯昌共查处各类作风问题434件621人，
其中，给予党政纪处分419人，诫勉谈话184人，
组织处理18人，通报曝光35批137起265人。

屯昌县委书记田志强表示，全县广大党员干
部务必要持之以恒地狠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的落实，巩固深化作风建设成果，把思想统一到
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要求上来，深刻理解全
面从严治党不会松懈，自觉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抓得更细更严。全县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认
真贯彻落实这次大会精神，以违纪案例为镜鉴，
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始终做到自省、自警、
自励，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定安以案为鉴
开展党员警示教育

本报定城7月19日（记者邓钰 通讯员李
静）今天下午，定安县举行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警示教育大会。会议通报了省委第
六巡视组进驻该县巡视以来，发现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及调查处理情况，以案为鉴
开展警示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对巡视组查找出的一系列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定安县委主动认领、照单全收、立
行立改。定安县纪委县监委加大对影响恶劣和
典型案件查处力度，及时通报曝光，形成震慑；
层层组织召开警示教育大会，用身边人、身边事
教育广大党员干部。

会议强调，定安县将严格按照巡视组的要
求，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确保整改工作取
得实质性效果，做到坚决整改、彻底整改、全面
整改。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层层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
剖析问题，必须强化责任担当意识，找准本单位
本部门作风建设方面特别是“四风”问题的具体
表现形式，深刻分析问题原因，提出改进具体措
施，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回潮。要深入贯彻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一岗双责，建立健全长
效机制，不断巩固作风建设工作成效。

2018年6月，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评价，全省空气质量总体优良，优良天数比例为
100%。其中优级天数比例为95.2%，良级天数比例为4.8%，无轻度污染、中度污染及重度污染天。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以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细颗粒物、臭氧、一氧化碳6
项指标进行计算）评价，2018年6月，空气质量排名靠前的分别是乐东黎族自治县、五指山市和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排名靠后的分别是海口市、文昌市和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2018年6月全省18个市县（三沙市
除外）城市（镇）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如右图：

2018年6月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城市

乐东黎族自治县

五指山市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昌江黎族自治县

定安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东方市

陵水黎族自治县

琼海市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1.354

1.420

1.463

1.508

1.531

1.545

1.569

1.596

1.621

排名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城市

临高县

儋州市

屯昌县

三亚市

澄迈县

万宁市

海口市

文昌市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1.638

1.640

1.645

1.650

1.769

1.778

1.928

2.057

/

琼中县监测有效天数不足，排名最后。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2018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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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嘉积7月19日电（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马伟元）记者今天
从琼海市委宣传部获悉，“琼海，这三
十年”琼海巨变三十年大型图片征集
活动共征集到琼海老照片4512张。这

些照片充分展现了琼海市城乡建设30
年的巨变，能让观者充分感受和见证了
琼海30年的时代变迁与蓬勃发展。

活动吸引了众多网友、摄影爱好
者的关注和参与。低矮破旧的平房变

成了宽敞舒适的楼房，坑坑洼洼的泥
路变成了宽阔的柏油路，贫穷落后的
农村变成了风光秀丽的美丽乡村……
通过新老照片的对比，可以看出琼海
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张张旧照片不仅

承载着琼海30年来的社会变迁、市井
百态、民风民俗，还记录了一件件轰动
全国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诠释着琼
海人民的使命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也
展示了琼海的无穷魅力。

据悉，组委会从来稿中选出了
100幅优秀作品授予入围奖。主办方
还开展了“琼海，这三十年”入围图片
评选活动，通过网友投票评选出了“十
大精彩瞬间”图片。

“琼海，这三十年”图片征集活动收到老照片4512张

见证发展历程 展示城市魅力

海师男女沙排队
双双获得全国冠军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记者陈蔚林 王黎
刚 通讯员曾丽芹 实习生叶润田）昨天，第十四
届中国大学生沙滩排球锦标赛在内蒙古鄂尔多
斯市结束比赛。海南师范大学男子、女子沙滩
排球队在体育院系组比赛中双双获得冠军。

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47所高校的98
支男子、女子沙滩排球队参与角逐，共分为专业
组、高水平组、体育院系组、阳光组等4个组
别。海南师范大学的沙滩排球队队员克服了气
候差异、饮食差异等困难，经过层层激烈角逐，
分别以小组第一的好成绩冲进决赛。

在7月18日下午举行的冠亚军争夺赛中，
海南师范大学沙滩排球男队对阵重庆师范大
学，女队对阵中国海洋大学，通过顽强拼搏，力
克强敌，双双获得冠军。

据悉，此前，海南师范大学排球队曾连续夺
得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沙滩排
球锦标赛体育院系组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