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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招

■ 新华社记者 刘邓

近期海南省公安厅、海南省烟草
专卖局通过媒体平台曝光了54家售
卖假烟的零售户名单和地址，向公众
传递了海南集群推进“海南无假货”品
牌建设的决心，对制假售假市场主体
形成震慑。

不仅如此，2019年海南“利剑”打
假集群战役日前集中收网，成功摧毁了
一批长期盘踞海南的制售假烟犯罪团
伙。共查获假烟、走私烟600多万支，
总案值6600多万元，捣毁制售假烟窝

点82个，查处售卖假烟零售户54户。
“今后，全省公安机关凡查处到生

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个体工商
户和个人，将一律通过媒体进行曝光，
让制假售假者名声扫地、寸步难行。”海
南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总队长杜衡说。

海南是个岛屿省份，通过主抓终
端消费市场，强化物流运输环节管控，
清查岛内售假网络和销售网点，有条
件打造一个无假货的生态圈。为打造
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的市场环境、消费
环境，2018年9月17日海南省政府决
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海南无假货”品
牌建设行动。

行动开展以来，各执法部门联合
作战形成打击合力，行政执法和刑事

司法工作衔接高效顺畅。“这解决了以
前公安部门警力少、职能部门有积极
性但没有办案手段的问题。”海南省公
安厅治安总队调研员张运英说。

在加大联合执法打击力度的同
时，海南成立由省领导挂帅，省市场监
管部门牵头，省直有关部门及市县领
导参加的“海南无假货”品牌建设行动
小组，形成综合治理合力。

海南省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
假冒伪劣商品办公室调研员陈永忠
说，相对于违法所得，当前制假售假违
法的经济成本和信誉成本太低。尤其
是俗称“游商”的流动摊贩，按照现有
的部门规章，顶格处罚也才3万元，如
果态度好主动认罪认罚，法律上还可

以从轻处罚。
“我们正力争通过地方立法，提高

处罚标准，从快从重从严打击。”陈永
忠说。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局工
作人员符毅表示，海南将重点从以下
四个方面继续加强推进“海南无假货”
品牌建设工作：

一是实施产（商）品名录定期发布
制度，名录内的产品，一旦抽查抽检不
合格或发现有假冒侵权行为，无条件剔
除出名录，所售商品在海南一律下架。

二是选择一批具有一定经营规模
且管理规范的商店、工厂、街道和市县
示范点开展品牌、诚信示范建设，推广
示范创建经验，弘扬品牌正能量。

三是探索运用物联网、大数据、新
一代防伪技术和高清快速成像对比等
重大科技成果创新市场监管方式，建
立全国产品防伪溯源验证公共平台
（海南）数据中心，为“海南无假货”提
供产品全程追溯和监管服务，强化监
管效能。

四是建立统一的“黑名单”制度，
将制假售假、侵犯知识产权等市场主
体及其责任人员依法纳入失信违法

“黑名单”，向社会公开，并推送至全国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海南）、国家企业
信息公示系统（海南），纳入社会诚信
体系，实行跨部门信用联合惩戒，实现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新华社海口8月15日电）

干干净净迎国庆

海口开展城乡环境大整治
本报海口8月15日讯（记者计思佳）为优化城

乡环境，以干净、整洁、有序的城乡面貌，迎接新中国
成立70周年，近期，海口市在全市范围开展“城乡环
境大整治，干干净净迎国庆”活动。

据悉，在全面开展城乡环境大清洁方面，海口
将加强对城区主次干道、公共场所和水域的清扫
保洁。对背街小巷，单位庭院，街道社区，高速公
路、省道、国道、铁路沿线环境，城乡接合部和农村
垃圾死角重点进行清理，并开展农村垃圾全面清
零行动。

在市容环境大治理方面，海口将集中开展市
容秩序整治，依法治理违规摆摊、占道经营、露天
烧烤、城区公共场所祭祀烧纸焚香、乱倒垃圾、露
天焚烧垃圾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加大对沿街、
沿路和公园周边地区的建筑管控，清理腾退被擅
自占用的公共空间；深入开展背街小巷环境综合
整治，切实解决私搭乱建、杂物乱堆、墙面乱画、车
辆乱停等困扰群众家门口的脏乱差问题，有效改
善背街小巷人居环境和出行条件。另外，海口还
将开展全民参与大扫除活动。

据了解，“城乡环境大整治，干干净净迎国庆”
活动将纳入海口市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月考评和社
会文明大行动专项督查考评。

“海南无假货”品牌建设正在集群式推进
中央媒体看海南

普通高中学校
8月19日起补录

本报海口8月15日讯（记者陈
卓斌 特约记者韩小雨）2019年全省
普通高中学校在琼海录取场集中录取
阶段已经结束，省教育厅8月15日印
发通知：省中招录取系统将于8月19
日开通补录功能，各高中学校和各市
县（单位）中招办可登录省中招录取
系统进行补录。高一秋季开学10个
工作日后，各地各校不得再补录新
生，届时省中招录取系统的相应功能
也将关闭。

通知明确，此次补录对象为
档案状态“在库”且考试分数在最
低控制分数线之上的考生，各市
县（单位）中招办和招生学校在组
织生源时，务必先核查清楚考生
的档案在库情况（可以登录省中
招录取系统查询），已被其他公办
普通高中学校、民办普通高中学
校公费生、高职高专学校录取的
考生，不得作为公办普通高中或
民办普通高中公费生补录对象，
省中招录取 系统也将做技术限
制，不予通过。

在充分考虑各市县普通高中招
生计划和在库考生情况后，省教育
厅决定设立普通高中（含民办高中
学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在少数
民族聚居市县（含汉族地区少数民
族聚居乡镇）初中学校毕业的考生
为 330 分，在汉族地区初中学校毕
业的考生为 380 分，特长生等特殊
招生计划除外。各市县可以在此基
础上设立本市县的最低控制分数
线，但不得低于全省统一规定的最
低控制分数线。

本报海口8月15日讯（记者计
思佳）8月 15日是海口中小学提交
入学登记纸质材料第二天。近两
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访海口多个中
小学了解到，今年城区大多数学校
的网申人数都超过了计划招生数，
加上海口市教育部门明确今秋开学
全市所有义务教育学校大班额班级
比例控制在12%以内，两面夹击之
下，各个中小学直呼招生压力大，纷
纷通过改造功能室、搭板房、借用教

室的方式来解决学位、场地紧张的
问题。

8月14日上午8时30分，家住海
甸五中路的廖女士赶到海口市白沙门
小学为即将上小学的儿子取号。此时，
家长排队领号的队伍足足有20多米。

“今年学校一年级计划招收大约180
人，但是网申人数已经超过400人。”白
沙门小学党支部书记陈达晟说。

海口美苑小学今年计划招生8
个班，共440人，但网申人数已达到

600多人。“虽然新建的英才滨江分
校今年帮美苑小学分流了部分学
生，但还是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
海口美苑小学党支部书记肖成学介
绍，因消除大班额需要拆分班级，今
年该校教室缺口达到6间，“学校的
功能室都已改造成教室，我们计划
开学后向新建成的英才滨江分校借
用教室。”

海口琼山府城地区是大班额学校
最为集中的区域。海口白驹学校是海

口大班额比例较高的学校，该校招生负
责人告诉记者，按照招生计划，今年该
校小学一年级只招收9个班450人，但
网申人数已经达到了937人，超出计划
数一倍多，“附近没有可分流的学校，今
年我们将在操场上再搭建20间板房，
才能解决一年级新生入学的问题。”

因划片面积大，海口金盘实验学
校一直是龙华区学位较为紧张的学
校，该校也是采取租借教室的方式来
解决场地不足的问题。

关注海口城乡环境整治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8月14日12时-8月15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8

9

7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2

25

17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昌江56辆新能源公交
服务乡村出行

8月15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
棋子湾旅游公路上，一辆新能源公
交车正从县城开往十月田镇。昌
江目前在运营的城乡新能源公交
一共有56辆，今年在城乡新增投
入使用的新能源公交车有5辆，大
大改善了城乡间的交通出行状况。

据介绍，昌江大力提倡绿色出
行，陆续投入新能源电动公交车，
在县城和周边乡镇之间，相继开通
多条新能源公交路线。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我省首笔电子税务局服务贸易税务
备案对外支付业务顺利办理

办税新方式
让企业节约“脚底成本”

本报海口8月15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王珏）8月14日，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成功办理
我省首笔海南电子税务局上线后服务贸易税务备
案对外支付业务。

7月23日，国家税务总局出台《关于实施便
民办税缴费十条新举措的通知》，针对上半年减税
降费政策落实中纳税人、缴费人反映的问题，推出
第一批便民办税缴费新举措。在此背景下，海南
省电子税务局8月1日上线，在海口高新区和保
税区、三亚吉阳区、儋州市、澄迈县等4地试点运
行，并将于9月1日全省正式上线推广。

在电子税务局上线前期准备工作中，海南中
行积极参与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税务局和国家外汇
管理局海南省分局的系统搭建测试，并向企业大力
宣传推广办税新渠道。在得知试点地区澄迈某公
司有服务贸易项下大额对外付汇需求时，该行第一
时间向企业详细介绍电子税务功能，在审核交易背
景材料真实性和外汇收支一致性无误后，全程悉心
协助企业如何办理在线上办理服务贸易等项目对
外支付备案登记，节约了企业日常的“脚底成本”。

我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
大赛融资对接路演举办
4获胜项目将参加全国总决赛

本报海口8月15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唐雪珂）8月14日至15日，由省工信厅主办、省中
小企业服务中心承办的“创客中国”海南省中小企
业创新创业大赛融资对接路演活动在海口举办，
获胜的4个项目将代表海南参加全国总决赛。

活动自启动以来，我省共计收到271个有效
报名项目，经过项目征集报名、评审、培育等环节，
30个优秀项目脱颖而出，入围项目涉及产品加
工、智能制造、环境保护等产业方向。

为办好此次活动，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通过
多个平台加大宣传力度，邀请一批专家导师，讲解
大赛总体要求、大赛规则、评分标准等内容，重点
介绍了参赛PPT制作和路演展示技巧。

在活动现场，5位专家评委围绕项目的竞争优
势打造及项目专注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指点。根据得
分排名评选出的企业组及创客组前两名共4个项
目，将代表海南参加计划于9月举行的全国总决赛。

改造功能室、搭板房、借用教室

海口城区中小学多举措化解招生压力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背水一战”打赢脱贫攻坚战

■ 本报记者 邓钰 见习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张博

“最近雨水充足，不用担心浇灌问
题，但还是得常来基地看看生长情况。”
8月14日，定安县黄竹镇莲堆村富贵
竹种植基地的种植大棚中，61岁的贫
困村民冯裕春穿梭在田垄中，不时弯腰
查看，清理富贵竹中的枯枝黄叶。

小小的富贵竹，是莲堆村群众的
脱贫新产业。今年3月，莲堆村村“两
委”干部和乡村振兴工作队员多方考

察，为村里寻找增收产业。经过多次
比对，最终决定发展富贵竹种植业。

4月，莲堆村投入村集体产业发
展资金20万元，组织引导贫困户以10
万元扶贫资金入股，凑集30万元，在
村里清理出13亩地，建起种植大棚，
配齐喷灌设施，种植26万株竹苗，通
过“村集体+贫困户”模式抱团“养竹”，
冯裕春等贫困村民成为“竹农”。

“富贵竹种起来省心省力，还好
卖。”莲堆村驻村第一书记王积山介
绍，富贵竹病虫害少，种植技术门槛
低，养护成本少，而且市场前景好，种
植6到8个月就能收割，且种下去后
可以有8年到10年的收获期，是一项

“富贵”产业。富贵竹不用担心短期
滞销，不同长度有不同用处，可以针
对不同市场销售。

走进种植大棚，富贵竹葱葱郁郁，
长势喜人。“我们这的气候和土壤都很
适合富贵竹生长，种出的竹子枝粗、叶
大、色翠，非常受欢迎，现在已经有不
少广东和海口客商跟我们订购。”王家
村说，在华南地区，富贵竹深受消费者
喜爱，基本上一年四季都有销路。

“按照现在的行情，合作社基本
上一年就能盈利。”王积山算了一笔
账：一株富贵竹成本约为0.35元，每
亩2万株左右，加上大棚、不锈钢支
架等基建成本，今年每亩富贵竹种植

成本约为6500元，而目前富贵竹市
场收购价约为0.8元至1元，一亩至
少可有1万元纯利润，“如果有技术
做成盆栽销售，价格会更高。”

据了解，种植富贵竹所得收益每
年都会分配一次，其中20％留给村集
体做为产业发展持续资金，80％归贫
困户作为发展分红，其中先按入股额
的6%保底分红给入股贫困户，其余
部分按比例分给全村42户贫困户。
发展过程中，村民和贫困户还能到合
作社打工，拿工资、学技术。

“未来希望扩大产业规模，让我
们的日子像富贵竹一样节节高。”冯
裕春说。 （本报定城8月15日电）

定安莲堆村引领贫困户发展增收新产业

巧种富贵竹 日子节节高
产业扶贫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林容宇 美编：张昕

7 月份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
况：全省 18个市县（不包括三沙市）开展监测的
29个在用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
达到或优于国家Ⅲ类标准，达标率为100%。(备

注:.饮用水水源为原水，居民饮用水为末梢水，
水源水经自来水厂净化处理达到《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的要求后，进入居民供水系统作为饮用
水。三亚市半岭水库饮用水源因实施除险加固

工程，水库原蓄水已泄干，不具备采样条件，未
监测。)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2019年8月2日

2019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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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
良级天数比例为0.2%，无轻度污染、中度污染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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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空气质量排
名靠前的分别是五指山市、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
白沙黎族自治县，排名靠后的分别是海口市、临高县

和琼海市。2019年7月全省18个市县（不含三沙
市）城市（镇）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如下：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2019年8月14日

2019年7月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2019年7月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城市

五指山市

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儋州市

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

东方市

乐东黎族自治县

文昌市

澄迈县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1.074

1.201

1.257

1.277

1.288

1.296

1.338

1.418

1.426

排名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城市

昌江黎族自治县

三亚市

屯昌县

万宁市

定安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

琼海市

临高县

海口市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1.431

1.444

1.448

1.477

1.501

1.517

1.553

1.578

1.6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