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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日前成功举行，中非合作再次成为热门话
题。海南与非洲的交流近年来日益频繁，书写了一段段合作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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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海南 看我们的

公 告
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2018年8月19日9:30分

在海口星海湾豪生大酒店阿拉斯加会议室召开了临时
股东会，股东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
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
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
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
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
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作出了股东
会决议，解除了本公司股东李景欣的股东资格，该股东
会决议已生效，现李景欣已不是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
的股东。李景欣今后以本公司名义发表的任何声明均
属无效，其做出的任何行为，均与本公司无关，由其自行
负责。特此公告！

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7日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李
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王晨9月11日至15日
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海洋环境保护法执
法检查组在我省开展执法检查时强
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落实党中央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
决策部署，依法加强海洋环境保护，倍
加珍惜、精心呵护海南的青山绿水、碧
海蓝天，为建设美丽中国和海洋强国
作出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

在海口陪同检查。
执法检查组在听取了我省实施海

洋环境保护法情况汇报后，先后到海
口、儋州、洋浦经济开发区、乐东、三
亚等地进行检查。在海口实地查看
并肯定排海河流生态维护工作，要求
加快水污染防治，实施流域环境和近
岸海域综合治理。在儋州了解养殖
基地废水处理情况，要求全面整治入
海污染源，严格控制海水养殖等造成
的海上污染。在中石化海南炼油化

工有限公司和金海浆纸有限公司，检
查工业废水处理、入海排污口设置与
管理情况，强调强化企业治污主体责
任，减少污染物排放。在洋浦环境监
测站，查看入海排污口实时监测系统，
要求相关部门不断提高监测水平，对
污染海洋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严肃查
处。在乐东、三亚检查城市污水处理、
滨海湿地与红树林保护、海岸整治修
复、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情况，要求加
强陆海统筹， 下转A02版▶

王晨在我省进行海洋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时强调

加强海洋环境保护 倍加珍惜精心呵护碧海蓝天
沈晓明在海口陪同检查 高虎城罗保铭参加检查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特约记者 林朱辉 通讯员 李德乾

夜幕降临了，昌江的“风雅”仍未
散去。一年四季，即使是到了晚上
11时，您还可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
石碌镇的文化公园宣传中心，一睹南
北名家的书画作品；“只要还有人在
欣赏昌江玉，我们可以等到晚上12
点才关门。”昌江玉展览馆工作人员
余师傅说；而昌化江书画院的大门也
敞开着，书画墨宝静候有缘人……

昌江，已经成为海南的一个文化
高地。2012年以来，昌江以文化为突
破口，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活动，扶持
本土文化力量，传承传统文化，文旅
结合传播昌江之美。不知不觉中，风
雅之气开始在昌江弥漫。

名家汇聚昌江
四季文化飘香

“国内知名书法家画家苏百钧、
刘文西、张道兴、杨晓阳、吴东民等
等，都在昌江开办过联展或个人作品
展。”说起到访昌江的文艺名家，昌江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何顺劲如数家珍。

昌江宣传文化中心位于昌江文
化公园内，这是一栋建筑面积1万多
平方米的5层建筑，是市民散步休闲
和昌江举办各种文娱活动的场所。
昌江文化宣传中心2012年投入使
用，当年就举办了一场“昌化江畔木
棉红”书画摄影展，40多位国内知名
的书法家、画家、摄影家到昌江七叉
木棉花开胜地采风，艺术家们用手中

的笔墨和镜头，将旅游资源丰富却不
为人所知的昌江之美远播四方，由此
开启了昌江文化兴旅、文化兴县的探
索之路。

“从2014年以来，昌江宣传文化
中心一楼展厅的书画展就没有断过，
每隔半月，最长一个月就开启一个新
展。展览至今，除了扶持本土艺术力
量，岛外人士在昌江参展，需要是中
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和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的作品才能排得上展出。”昌
化江书画院院长符江陆说。

昌江县委、县政府以宣传文化中
心为平台，不断散发文化艺术影响
力，悄然滋润一方土地，这构成了独
特的昌江文化现象。海南省作协主
席孔见评价说，“昌江虽然是人口较
少的黎族自治县，但文化生态相当葱

翠，这些年开展的文化艺术活动十分
引人注目。其中有田野调查、采风笔
会和展览演出，有的展览放在全国视
野也是相当高水准，吸引了岛内各地
热爱文化艺术的人们。”

培养本土人才
弘扬传统文化

南北名家频访昌江，带来许多高
质量的文化讲座和研讨会。“每次展
览我们都会请画家或者到场嘉宾赏
析研讨作品，这些画展和研讨会对于
我们本地人士来说，都是大开眼界的
学习机会。”符江陆说。

不仅于此，为提高本地文化人士
的水平，由昌江县委宣传部出资，选
派7位当地书画界人士外出学习。

2015年先是送符江陆、吴津到安徽
合肥“沈门七子”书法专修班学习，
2016年又送钟国江、赵日杰、王兴
全、吴津、符一磊、符江陆6人到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书法研究所学习，送王
下乡走出的黎族美术教师林理新到
首都师范大学艺术研究中心学习。

“我只是一个体户，如果不是政
府安排，这辈子我都不可能有这样的
机会去学习。”9月5日晚，吴津对记
者说，通过学习，他们在书法理念、鉴
赏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

昌江还在2014年成立了昌化江
书画院，国内知名画家苏百钧任荣誉
院长。昌化江书画院里有政府开办
的免费书画培训班，由学成归来的昌
江书画人士担任教师。“每年春秋季
和暑假， 下转A06版▶

培育本土文化人才 加强文艺阵地建设 打造特色文化品牌

风雅无声润昌江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李
磊 通讯员李明秀）为进一步发挥典
型案例警示震慑作用，深化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省纪
委对近期查处的5起扶贫领域失职
失责不担当不作为等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典型案例进行通报。

这5起典型案例分别是：
一、东方市三家镇副镇长符敏

等人不担当不作为导致扶贫资金被
挪用问题。

2017年，分管扶贫工作的符敏

和三家镇扶贫站站长符业权在扶贫
工作中履职不力、失职失责，导致政
府投入的100万元产业扶贫资金被
合作公司挪作他用。符敏和符业权
对上述问题负直接责任，三家镇时
任党委书记林冰和三家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符天杰应负主要领导责
任。2018年6月，符敏受到党内警
告、政务记过处分，符业权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林冰、
符天杰均被诫勉谈话。被挪用的资
金已全部追回。

二、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六弓
乡党委委员、组织委员符舒婷在扶
贫物资采购工作中不负责任导致价
格虚高问题。

2017年，符舒婷兼任六弓乡政
府扶贫物资询价组组长，在鹅苗采
购工作中，在未确定品种、没有了解
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就提议按照56
元/只的价格，向保亭隆达六弓鹅养
殖专业合作社采购鹅苗，导致采购
鹅苗总价虚高22.795万元。2018
年7月，符舒婷受到党内警告、政务

记过处分。因价格虚高多支付的资
金已全部追回，六弓乡副乡长陈永
平因违规经营隆达六弓鹅养殖专业
合作社，被另案处理。

三、海口市秀英区社会救助事务
中心主任周经力等人不正确履行职
责导致多人未能及时纳入低保问题。

2017年4月，周经力在低保工
作中未及时开展重新纳保工作，致
使 189 户 319 人未能及时纳入低
保。对上述问题，周经力负直接
责任， 下转A02版▶

省纪委通报5起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典型案例

9月16日，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科研人员带领学生参观科考设备。
当日，来自海南省三亚市贫困村镇的中小学生来到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参观。

学生们在深海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认知海洋，探索深潜奥秘。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探索深潜奥秘

本报三亚9月16日电（记者梁
君穷 黄媛艳）“这是在跳慢四步，甚
至连慢四步的节奏都没跟上！大家
要扑下身子当好‘实干家’，做好企
业服务。”9月11日，针对三亚市园
林局作为责任单位今年11个开工
项目截至9月仅开工3个的落后情
况，三亚市有关负责人在全市投资
项目考核问责现场特别节目《责任
面对面》中严肃批评。

倒逼整改，强化责任，三亚创新
督察督办形式，以电视问政的方式，
通报该市投资项目“红黑榜”，名列

“黑榜”的两区三部门“一把手”需向
市民公开致歉检讨。此举旨在增强
全市各职能部门党员干部的服务意
识和担当精神，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推动优质项目建设，力促经济高质
量发展。

今年1-8月，三亚社会固定资
产完成投资512.77亿元，占年度投
资计划的54.6%，离年初预期目标有
一定差距。综合来看，一些区和单位
未能充分发挥属地管理责任和项目
主体责任，既影响项目推进，也对三
亚的营商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

“主观上重视不够、主动作为和
担当不够、工作作风上存在不严不
实。我们将狠抓作风建设，落实‘六
个一’机制，成立市政项目、棚改项
目、保障房项目等3个指挥部，把办
公场所搬到一线，全力配合企业协
调解决难题。”面对今年前8个月固
定资产投资排名倒数后 3位的成
绩，三亚市住建局局长黎觉行在电
视问政节目现场公开检讨。

责任面对面，对各职能部门工
作人员的触动不小。昔日“黑榜”选
手——三亚市教育局此次位列“红

榜”。局长吴萍丝毫不敢放松：“我
们作为业务部门不仅要抓业务，也
要为投资增长和项目建设服务，以

‘钉钉子’精神深入一线当好企业的
‘保姆’。”

表扬先进、鞭策后进，三亚以最
严厉的问责，改进工作作风，优化营商
环境。三亚国康医院副总经理赵晨
杰感慨地说：“三亚市四套班子全部出
席电视问政节目，面向市民问责项目
建设推进不力的政府部门，落后的单
位‘一把手’现场作公开检讨，体现了
三亚的魄力与担当。” 下转A04版▶

三亚开展电视问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考核问责面对面 服务企业实打实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叶媛媛 邵长春 通
讯员符晓虹 李凡）海南日报记者9月 16日下午从
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22号台风“山竹”已于16
日17时前后在广东省江门市台山沿海登陆，预计受
其影响，17日全岛多云有阵雨、局地大到暴雨。省
气象局16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18时发
布台风三级预警。根据《海南省防汛防风抗旱应急
预案》有关规定，省防汛防风抗旱总指挥部决定从
16日20时起将我省防汛防风三级应急响应降为四
级应急响应。

据监测，今年第22号台风“山竹”（强台风级）已
于16日 17时前后在广东省江门市台山沿海登陆，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45米/秒），中心最
低气压955百帕。20时“山竹”中心位于广东阳江市
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45米/秒），中心最低
气压955百帕。预计“山竹”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
的速度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
将于16日夜间进入广西境内（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
级），18日前后在云南、广西、贵州交界附近减弱为
热带低压。

受“山竹”影响，17日起，琼州海峡、海南岛东部、
西部、南部和北部海面、北部湾海面、西沙、中沙、南沙
群岛附近海面风力逐渐减弱。陆地方面，17日全岛仍
多云有阵雨、局地大到暴雨。

预计16日18时-17日8时雨量，海口、文昌、临
高、澄迈、儋州、白沙、昌江和东方等市县80毫米-120
毫米，定安、屯昌、琼中、乐东、保亭和五指山等市县40
毫米-80毫米，琼海、万宁、陵水和三亚等市县20毫
米-40毫米。

(更多报道见A03版)

台风“山竹”强度逐渐减弱
今日全岛仍有阵雨
局地有暴雨

■ 韩慧

今年第22号台风“山竹”无疑是最近朋友圈里的
“红人”，自生成之日起就受到广泛关注。虽然“山
竹”已于9月16日下午登陆广东，对海南未造成太大
影响，但海南就防范台风采取的一系列有力措施在
网络上引来了网友的点赞。

9月14日下午，省委书记刘赐贵赴省三防总指挥
部就防抗台风“山竹”做出安排部署，要求政府部门要
确保百姓“菜篮子”安全，保障市场供应稳定，电力部门
要做好预案，力保台风期间不断电、少停电；15日，省
长沈晓明在海口检查防台风工作并主持召开视频会
议；海南消防启动跨区域增援，加强渔船台风火灾防
范。与此同时，海南各市县也采取紧急措施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台风“山竹”虽然来势汹汹，但海南自上而下都
“拧成一股绳”，共同筑起防风抗灾的坚固防线。省
委书记刘赐贵要求防台风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
想，提前部署、“防”字当头、早做准备，最大程度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台风未至，全省上下闻“风”而
动，未雨绸缪，想百姓之所想，正是因为防灾工作做到
了“实、细、严”，人民群众才更有信心面对台风，才会
由衷点赞叫好！

未雨绸缪
海南防风抗灾值得点赞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罗
霞 实习生王淼）根据省食药监局近日
修订的《海南省开办药品零售企业验
收实施标准》（以下简称《实施标准》），
在我省开办药品零售企业的条件放
宽：对新开办药店间距不作限制，对药
店营业场所面积不作限制。

《实施标准》明确，药品零售企业
法定代表人或者企业负责人应具备执
业药师（含执业中药师）资格。企业应
配备与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相适应的
药学技术人员。质量管理、验收、采购
人员应当具有药学或者医学、生物、化
学等相关专业中专以上学历或者具有
初级以上药学专业技术职称，质量管
理人员还应有一年以上（含一年）药品
经营质量管理工作经验。

药品零售企业应有与药品经营规
模相适应的营业场所。营业场所应当
设置阴凉柜或阴凉区域，用于存放需
要阴凉条件储存的药品。企业营业场
所应当与药品储存、办公、生活辅助及
其他区域分开。强化药品零售企业专
业化服务功能，营业场所面积中，非药
品所占区域面积不得超过30%。企
业的营业场所应有玻璃门、窗等与外
界有效间隔的设施。营业场所及仓库
周边20米范围内无污染源。

药品应按剂型、用途以及储存要
求分类陈列，并设置醒目标志，类别标
签字迹清晰、放置准确；药品放置在营
业场所显眼的位置，放置于货架（柜），
摆放整齐有序，避免阳光直射。

我省开办药品零售企业验收
实施标准出台

对新开办药店间距
不作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