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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民族文化保护
促进会成立

本报石碌11月27日电（记者陈蔚林）11月
24日，昌江县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播促进会在昌江
黎族自治县石碌镇成立。该促进会的成立，将为
研究昌江乃至海南的优秀民族文化提供交流平
台。目前，促进会会员达100多人，涵盖了昌江各
类民间艺术人才。

促进会已制定2019年至2021年的工作规
划。根据规划，该促进会将以弘扬黎族传统文化
为己任，调动一切社会力量，通过编辑出版会刊
《神秘黎乡》等形式，挖掘、整理、研究和保护黎族
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海南居民和中外游客认
识、体验和感受昌江乃至海南的优秀民族文化。

促进会负责人介绍，接下来，促进会将用研究
成果集结出版书籍《黎乡之最》，在昌江王下乡的
皇帝洞举办黎歌赛，在乌烈镇峨港村举办斗鸡文
化活动，并积极主动配合昌江县委、县政府挖掘黎
乡旅游文化，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采风创作，扎实做
好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播工作。

老干部王亚保、林安彬出席促进会成立仪式。

广告

招标公告
一、招标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招标内容：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单位补充医疗保险项

目服务中介机构
三、招标资质要求：
1、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具有工商管理部门颁

发的有效合法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括为投保人拟订投保方
案、选择保险公司、办理投保手续、协助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进行索
赔等。

2、非海南省本省的公司应在海南设有分公司或委托代理机构。
3、近三年内，没有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的，在经营活动中没

有重大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以上情形须应答人出具证明材料
或承诺书。

4、报名所需携带的材料：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
印件、介绍信、授权书、2018年三季度的财务报表及近三年的代理
单位补充医疗保险合同复印件。

四、报名时间：2018年11月28日至2018年12月4日止。
五、报名地址：海口市和平南路54号省工商银行办公楼（海南

省分行本部）。
六、报名联系方式：联系人：姜经理 联系电话：0898-65367906

“职工保障性住房”项目位于文昌市文城镇文建路，建设单位
为海南省文昌市农机公司。属于《文昌市文城西片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范围内，现建设单位向我委申请“职工保障性住房”项目
的规划报建手续，报建方案规划指标为：总用地面积2194.72 平
方米(折合3.29亩),总建筑面积8034.67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
积 5154.29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2407.30 平方米），容积率
2.348，建筑密度26.71%，绿地率44%，建筑高度11层，居住户数
60套，停车位64辆，申报的规划报建指标，符合规划要求。为广
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项目建筑
设计方案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8年11月28日至12月12日）；
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市政府网站；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市政府
大院西副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
571339；（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
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周文丽。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海南省文昌市农机公司“职工保障性
住房”项目建筑设计方案批前公示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1月28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11HN010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口市石山镇“国泰旅游山庄”
项目权益资产，挂牌价格为6972万元，详情见资产评估报告及资
产明细表。公告期为：2018年11月28日至2018年12月25日。对
标的物的信息披露、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
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 交易网（http://www.
e-jy.com.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
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
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电话：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
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
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11月28日

海口市公安消防支队公寓住房（暨小型
消防站）项目建筑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市公安消防支队公寓住房（暨小型消防站）项目位于琼山区府城镇

琼州大道东侧，属《海口市南渡江西岸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D0611地块范
围。本次申报项目拟建1栋地上21层，地下1层公寓楼及消防站，送审方案
指标符合控规。建筑退北侧用地红线为11.68米，退南侧用地红线为11.56
米，符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
见和建议，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
11月28日至12月11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网站（www.
ghw.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口日报；海南日报。3、公示意见反
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
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城市设
计处，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
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1，联系人：龙腾卓。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1月28日

中英俄3语旅游标识牌亮相三亚
覆盖21条主干道

本报海口11月27日讯（记者
良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11月 27日
晚，海南2018“平安行”全国交通安
全日特别节目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演播厅录制直播。在节目现场，省公
安厅交警总队公布了2018年海南首
届“十佳最美路管员”评选结果，并举
行了颁奖仪式。

据了解，2018年海南首届“十
佳最美路管员”评选活动由省公
安厅交警总队主办。活动投票时
间截止后，主办方对候选人获得
的报纸投票数和网络投票数进行
了统计，综合投票数和专家评分，
评选出了 2018 年海南“十佳最美
路管员”。

2018 年海南“十佳最美路管

员”分别是：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安
局利国派出所民警侯圣法、儋州市
交警支队民警曾刚、三亚市交警支
队吉阳大队一中队民警陈永持、陵
水黎族自治县交通管理大队协警
李蔓翔、琼海市交通管理大队协警
唐望发、琼海市交通管理大队协警
闻道强、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交通
管理大队协警吴建华、海口市公安
局龙华分局金贸派出所民警江环
宇、定安县巡警大队民警吴林柽、
昌江黎族自治县特警大队巡控中
队协警吴建雄。

“十佳最美路管员”评选活动启
动以来，群众广泛关注和参与。投票
期间，31位候选人总共获得报纸投
票7.4万多张，网络投票约100万张。

我省首届“十佳最美路管员”评选揭晓50名“完美司机”获奖
本报海口11月27日讯（记者

良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 通讯员陈孝
文）11月27日晚，省公安厅交通警
察总队主办的“发现完美司机”挑战
零违法活动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演
播厅举行颁奖仪式。50名司机分享
了价值3.9万元的加油大礼包。

“发现完美司机”挑战零违法活
动今年1月启动以来，吸引3万余名
司机报名。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审
核，在2018年1月1日至11月21日
期间无任何交通违法记录的2632名
司机获得抽奖资格。11月23日，省
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从2632名司机
中抽出了50名幸运儿。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新闻发言人
周平虎介绍，开展挑战零违法活动，
目的是为了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遵
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

本报海口11月27日讯（记者
良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 通讯员陈孝
文）为严厉打击交通违法行为，11
月27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公布了
2018年终生禁驾人员名单。

据了解，今年全省共有82名驾

驶人被列入终生禁驾名单。其中，
31人因为饮酒后或者醉酒后驾驶机
动车引发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
罪。另外51人造成交通事故后逃
逸，构成犯罪。

“终生禁驾是一项严厉的行政处

罚，意味着终生不得重新考取机动车驾
驶证，终生不能驾驶机动车。只要再摸
一次方向盘，就会按无证驾驶处罚。
对一些人来说，终生禁驾不仅意味着
出行不便，还可能意味着失去工作。”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说。

省交警总队公布2018年终生禁驾名单

82人终生告别方向盘本报海口11月27日讯（记者
良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 通讯员陈孝
文）11月27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曝光了我省5家安全管理方面存在
突出问题的运输企业。

今年以来，通过对交通事故开展
调查，我省公安交警部门联合有关职
能部门排查出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突出
问题的5家运输企业：海南海汽运输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分公司、海南
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方分公
司、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定安分公司、海南荣盛物流有限公司、
海南高速公路旅游运输有限公司。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督促相关企业全面进行整
改，并邀请社会各界对上述企业的经
营行为进行监督。

我省5家运输企业上黑榜

交通安全三年攻坚战进行时

本报三亚11月27日电（记者林
诗婷）近日，三亚迎宾路、凤凰路、解放
路等 21 条主干道上出现了“新面
孔”——中英俄3语旅游标识牌正式亮
相，为中外游客提供3种语言的道路指
引，提升三亚国际语言环境建设水平。

据悉，中英俄3语旅游标识牌目
前已覆盖三亚21条主干道和部分区
域的慢行道，具体范围包括迎宾路、
凤凰路、解放路、三亚湾路、吉阳大
道、榆亚路、狗岭路、三环路、御海路、
新城路、海虹路、回新路、育新路、育
秀路、河东路、金鸡岭街、荔枝沟路、
落笔洞路、水蛟路、海螺一路、春光
路，以及三亚市区、大东海、海棠湾等
区域的慢行道。

旅游标识标牌作为必要的旅游服
务配套设施之一，是三亚推进全域旅
游建设的重要工程。近年来，三亚市

通过优化全域旅游环境、提升全域旅
游产品供给质量等举措不断推进全域
旅游建设。2017年起，三亚根据该市
主要客源市场分布及到访游客数量等
情况，陆续开展车行道及慢行道旅游
标识牌建设工作，为中外游客出行提
供便利。

“接下来，三亚将进一步统筹全市
旅游景区、公共交通连接线、旅游综合
体，推进旅游标识牌设置工作，确保
2020年全市旅游标识标牌达到国际
化、标准化的要求，实现数量充足、全
域覆盖、国际通识、便利出行的目标，
全面提升旅游国际化水平。”三亚市旅
游委副主任叶凯中说。

海南中行与潮汕商会签署合作协议

金融力量助力民企发展
本报讯 近日，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以下简

称海南中行）与海南省潮汕商会签署“助推民营经
济 深化银企合作”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合作协
议，双方将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方面进行合作。

根据协议，海南中行将统筹境内、境外两个市
场，提升服务能力，在信贷融资、贸易金融、现金管
理、个人金融、保险服务等方面提供“一揽子”金融
服务，与民营企业开展更加深入的业务合作，共同
探索金融助力民营经济加快发展的新路径。签约
仪式上，海南潮汕商会民营企业代表表示，将进一
步深化与海南中行的合作关系，携手共创银企互
利共赢新篇章。

海南中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海南中行将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主动践行社会责任，把支持
民营企业发展与服务实体经济紧密结合起来，对
民营企业在指导思想上一视同仁、在授信政策上
一视同仁、在准入门槛上一视同仁、在授信管理上
一视同仁，持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提升审批效
率，降低融资成本，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
的金融服务。

据了解，2015年以来，海南中行持续加大对
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累计为民营企业发放
贷款240亿元。

➡11月 27日，树立在三亚市榆
亚路大东海广场路段的中英俄3语旅
游标识牌。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11月27日一早，在位于白沙黎
族自治县打安镇打安村的兰花种植
产业示范基地，多位村民正在搭建兰
花种植大棚。虽然天气有点冷，但他
们额头上都冒出了汗珠。

“截至目前，基地已经种下了4万
株兰花，这只是个开始，我们计划在
2019年元旦前种20万株，从明年开
始，预计这个基地每年能产生200万
元的经济效益。”望着一片片刚种下的
兰花，打安镇副镇长兼打安镇田表村
党支部书记羊风极脸上露出了笑容。

作为打安镇一名土生土长的黎
族干部，羊风极自1998年起连任田
表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既
然群众这么信任我，我就必须做得更
好。”羊风极不忘当初对村民们许下
的朴实誓言，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
始终坚守基层，一门心思带领村民发
展林下种植等产业，带领乡亲们脱贫
致富。

村里建起了文化休闲场所，贫困
村民羊冠听成了黑山羊养殖大户，五
脚猪养殖基地又分红了……近年来，
田表村发生的变化有目共睹。“脱贫
攻坚无小事，党员干部就是要冲锋在

前！”羊风极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正是在羊风极等扶贫干部的带

动下，田表村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利
用村中的闲置土地养殖黑山羊、黄
牛、五脚猪，种植益智、火龙果，产业
发展势头喜人，一户户贫困户相继摘
掉了“穷帽子”。

2016年，羊风极获提拔兼任打
安镇副镇长，自此，他肩上的担子更
重了。在羊风极看来，打安镇虽然交
通不便，但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利
用林下空间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业潜
力很大。

今年，在白沙有关部门的帮扶

下，打安镇采用“政府扶持、企业带
动、合作社经营管理、贫困户入股分
红”的模式，在打安村建设60亩的兰
花种植产业示范基地，发动全镇建档
立卡贫困户“抱团”发展兰花种植产
业。该基地将打造成一个集花卉种
植、休闲旅游、田园观光等功能于一
体的农业开发综合体。

海南省民族团结模范、全国劳动
模范、党的十九大代表、2018年全国
脱贫攻坚贡献奖获得者……扎根基
层20年，羊风极始终不忘为民初心，
始终不忘帮助老百姓脱贫致富。

（本报牙叉11月27日电）

白沙打安镇副镇长羊风极组织贫困户“抱团”发展兰花产业

“领头羊”领着乡亲踏上芬芳脱贫路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嘉宾考察
西沙诺丽健康产业园

本报三亚11月27日电（记者梁君穷）11月
26日，参加2018第八届美大地区友好论坛的近百
位嘉宾到海南西沙诺丽健康产业园参观考察。考
察团一行详细了解了产业园内的海南西沙诺丽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全产业链运营模式。

海南西沙诺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
表示，希望借助美大友好论坛平台与有关企业
开展多方面的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愿
景。今后，公司将多方面利用国际交流平台，加
快与国际接轨的速度，推动西沙诺丽产品全面
走出国门，为更多人提供优良的有机诺丽营养
品及健康服务，积极倡导健康新生活。

考察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参观活动是来
三亚参观考察的重要一站，经过实地参观及听取
工作人员的讲解，嘉宾们不仅加深了对西沙诺丽
产品生产过程的了解，对海南西沙诺丽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的研发水平和生产实力也有了更清晰
的认知，希望今后能加强与诺丽生产企业的交流
合作。

临高今年已有4990人脱贫
本报临城11月27日电（记者刘

梦晓）海南日报记者11月27日从临
高县扶贫办获悉，今年以来，临高统筹
整合各类扶贫资金 4.4 亿元用于扶
贫，截至目前，该县扶贫资金支出进度
82.37%。今年1月1日至11月8日，
临高已有4990名贫困人口脱贫。

据介绍，今年以来，临高统筹整合
各类扶贫资金4.42亿元，目前已支出
3.64 亿元。其中，产业扶贫支出
6673.23万元，教育保障支出3009.08
万元，医疗保障支出1641.6万元。

临高县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扶贫资金的统筹整合使用，有效推动
了临高脱贫攻坚工作的开展。今年
初，省下达临高贫困人口减贫任务
4940 人，截至 11月 8日，临高已有
4990名贫困人口脱贫。

万宁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本报万城11月27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

梁振玮）11月2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政府
办公室获悉，万宁日前出台方案启动了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3年行动，将以农村垃圾治理、农村污水
治理、农村厕所革命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
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按计划，到2020年，万宁将基本完成120个
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工作，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明
显改善，基本达到村庄“干净、整洁、见绿”，乡村公
厕“不湿、不臭、不挤”，村民环境健康意识普遍增
强，建成一批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村庄。

2018年海南首届“十佳最美路管员”上台领奖。本报记者 良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