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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海南两会

前奏

儋州
两会

南国都市报1月30日讯（记者孙学新）
31日上午9点，南国都市报“两会代表委
员进社区”活动第二站在海口龙华区玉沙
社区举行。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将与本
报记者一起走进社区，倾听民意，反映民
声，服务民众。欢迎广大市民带着意见和
建议，与代表、委员“零距离”接触，表
达你的诉求，诉说你的心声。

孩子教育、交通出行、生活环境、物价水

平、城市管理、旅游服务……这些和我们生
活息息相关，您怀抱怎样的期望？又有怎样
的好建议？您希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
注哪些话题？南国“两会代表委员进社
区”活动搭建一个对话平台，您可以到现
场向代表委员倾诉自己的烦恼和遇到的问
题。对于代表和委员来说，活动将帮助他
们倾听民声，也可从中发掘许多“线索”，
将最真实的民声民意带到“两会”上去。

两会代表委员今日进社区
时间：上午9点 地点：海口玉沙社区

南国“两会代表委员进社区”玉沙社
区活动代表委员名单：

省人大代表、海口得胜沙社区党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吴勇

省政协委员、省农业学校校长陈克文
省政协委员、求实律师事务所主任孙薇

公安部副部长
慰问潭门派出所

南国都市报1月30日讯（记者
何慧蓉特约记者宋洪涛通讯员田
和新）29日，受国务委员、公安部
部长郭声琨的委托，公安部党委
委员、副部长刘彦平专程来到琼
海市潭门镇，看望慰问潭门派出
所全体民警，了解当地社会治安
实际情况，督导公安部“四项建
设”推进情况，检查指导春节、
两会和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
安全保卫工作。刘彦平代表公安
部党委对潭门派出所全体民警及
该市长期奋战在一线的基层民警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问候，
并送上新春祝福和慰问金。

据悉，潭门派出所曾于2013
年获评“全省优秀公安基层单
位”，2014年获评“全国公安机关
爱民模范集体”。

周高明当选
万宁市市长

南国都市报 1月 30日讯（记
者 杨琼文 特约记者 黄良策）1月
30日，万宁市召开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
议，会议选举周高明为万宁市人民
政府市长。万宁市委书记张美文
向周高明表示祝贺，万宁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符海宁为周高明颁发当
选证书。

南国都市报 1月 30日讯（记
者林书喜）今天上午，儋州市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开
幕。2014 年儋州全市生产总值
212.11 亿元，比上年增长 7.5%。
全年对民生领域投入42.47亿元，
占全市地方公共财政总支出的
81.9%，向社会承诺的省、市两级

十大民生实事总体完成。儋州市
委副书记、代市长张耕宣布了该
市今年要办理的十大民生实事。

这十大民生实事是：一是定期
抽检超市和农贸市场农药残留，设
置20个农药残留免费检测点。二是
硬化民族地区92个村庄出口路69.7
公里。三是对东成镇番陈村、光村

镇扁墩村、木棠镇二图村、排浦镇
南华村实施整村扶贫开发，帮助
5011人脱贫。四是改造农村危房
2000户。五是从2015年1月起，全
市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统一提
高到每人每月140元。六是继续对
边远地区行政村以下农村小学教师
给予生活补助；对400名边远乡村

教学点小学教师进行专业培训；为
乡村教学点和完小的教师配备智能
语音教具393套；建成王五镇等3所
公办幼儿园；提高中职学校3年级
学生免学费补助标准，对部分学校
有4—6年级的学生从2015年开始
实行免学费政策。七是新建农村安
全饮水工程40处，解决2.51万农

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实施“膜
法”饮水安康示范工程1宗。八是
继续通过财政贴息方式，撬动全市
发放50万元以下农民小额贷款2.53
亿元。九是为4600对夫妇开展孕前
优生检查和地中海贫血筛查诊断。
十是为困难群众和农民工办理法律
援助案件，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南国都市报 1 月 30 日讯
（记者 林书喜） 作为我省人口超
百万的地区，儋州市低保工作形
势严峻，去年儋州市民政部门先
后5次制订修改低保专项整治工
作方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重
新申报、重新审核、重新公示、
重新发证等“四个重新”为重要
内容的整治工作，清退了一批不
符合纳保条件的低保对象。

据统计，截至去年 11月 15

日，儋州市城乡低保金共发放
8817.69万元，累计保障低保对象
近41.58万人次。共审核超过6.21
万人，清退不符合条件低保对象
6917户，超过3.11万人；重新审
核确认7032户，近1.96万人；发
放城乡救助金近 3371.71 万元，
累计救助城乡困难群众超过1.81
万人次；发放农村五保供养金近
774.38万元，保障五保对象超过
2.18万人次。

南国都市报1月30日讯（记
者 林书喜）今年，儋州市委市政
府将着力打造“文化旅游城
市”，并以“东坡文化体验之
旅”活动为载体，突出发展以旅
游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这是记
者今日从儋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获悉的。

为了更好地拉动文化产业和
旅游产业发展，2月7日，儋州

启动“东坡文化体验之旅”，五
大活动将向游客展示儋州独特的
文化旅游魅力。

据介绍，儋州市将以开展
“东坡文化体验之旅”活动为契
机，完善景区景点旅游“六要
素”配套设施建设，整合东坡书
院、光村雪茄风情小镇、千年古
盐田、金钱龟生态养殖基地、松
涛天湖、石花水洞、铁匠村、力

乍村、热带植物园、鹭鸶天堂等
旅游资源，创建集文化游、生态
游、乡村游、度假游为一体的

“千年古郡？魅力儋州”旅游品
牌，加快建设东坡文化旅游区，
启动建设光村银滩旅游度假区，
打造旅游产业“升级版”，带动
住宿、餐饮、商业、娱乐、交通
等服务业发展，拓宽城乡居民增
收渠道。

儋州公布今年十大民生实事

打造“文化旅游城市” 去年清退不符合条件低保对象6917户

海口市入选
国家特殊教育实验区

南国都市报 1月 30日讯（记
者 许欣）今天记者从省教育厅获
悉，教育部近日发布《关于公布国
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名单的通
知》，海南省仅海口市位列其中。

据了解，实验区的任务是以
加快残疾少儿义务教育普及、进
一步提升特殊教育质量为目标，
针对特殊教育改革中的重点、难
点问题，开展送教上门、随班就
读、医教结合等实验，进一步探
索特殊教育改革的相关配套政
策，建立健全保障机制和工作机
制，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经验。
省教育厅将对海口市国家特殊教
育改革实验区在政策、资金、项
目等方面予以倾斜支持。

文昌翁田
近海养殖设施恢复

南国都市报1月30日讯（记者
党朝峰）“现在气温还是有些反常，
不利于大规模近海养殖，等到春节
后就可以搞了。”30日上午，文昌市
翁田镇茂山村委会书记陈有光站在
恢复好的养殖池塘边激动地说。

据了解，茂山村委会紧靠海边，
很多村民靠近海养殖发家致富。
2014年“威马逊”超强台风和“海
鸥”台风给当地近海养殖带来毁灭
性的打击，绝大部分养殖池塘和机
械设备受损。

南国都市报1月30日讯（记
者纪燕玲实习生刘少珠通讯员吴
彭保 陈创淼）今天举行的海口市
秀英区城市管理六大专项整治工
作动员会提出，全区党政一把手
准备用三年时间，着力抓好大气
污染、水域、道路交通秩序、市
政市容、农村环境卫生、农贸市
场和大型商场环境等六个方面整
治工作，集中解决一批突出问
题，建立城市管理长效机制，实
现城市面貌和品位的改善提升。

据了解，自2013年9月启动
“城市管理年”以来，秀英区迅速
掀起了城市综合治理的高潮，集
中精力解决违法建筑、生态环
境、交通秩序三个方面的突出问

题，查扣非法营运“三车”162
辆，清理取缔占道经营 1900多
宗，清除夜间占道大排档300多
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出台了
《防控和查处违法建筑暂行办法》
和《防控和查处违法建设责任追
究暂行办法》，建立了区、镇
（街）、村 （居）“三级巡控”体
系，启动了48小时快速反应处置
机制。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严厉
打击违法建筑，共拆除违法建筑
面积86万平方米，在市政府考核
中名列前茅。

在全市率先组织开展“美丽
乡村、洁净家园”活动，投入
9000多万元着力解决农村环境脏
乱差问题。同时探索建立了“户

集、村收、镇运、区处理”的垃
圾处理新模式，把基层卫生环境
与生态文明村建设紧密结合，城
乡环境一体化管理有了新的突破。

会后，秀英区迅速组织区三
套班子领导、区机关干部、城管
执法队员、交警、志愿者500多
人到秀华路、双拥路、海盛路、
金滩路等路段沿街商铺讲解散发
《关于加强“门前三包管理工作的
公告》，对流动摊位、沿街商铺乱
摆乱放行为进行劝解并开展环境
卫生整治，各镇也相应开展整
治。会后开展整治活动的目的是
机关干部作表率，号召市民群众
积极参与六大专项整治，营造良
好的社会氛围。

南国都市报1月30日讯（记
者吴雅菁）记者今天从省博物馆获
悉，由省文体厅主办，呼伦贝尔
民族博物院和海南省博物馆承办
的五彩呼伦贝尔——鄂伦春、鄂
温克、达斡尔民族民俗展30日在
省博物馆2号展厅开展，本次展
览将展出至3月9日。

本次展览充分展示生活在呼

伦贝尔地区的鄂伦春、鄂温克、达
斡尔独特的民俗风情，让大家感受
大自然与人文的和谐，体现了我国
在保护人口较少民族传统文化所做
出的努力。为了配合展览，省博物
馆还开展了“琪琪格邀你到我家”
民族风情主题社教活动，市民游客
和小朋友都可在展出期间到省博物
馆体验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的

民族风情，品尝最具蒙古特色的奶
茶以及感受丛林中射箭、玩围鹿
棋，体验一把草原英雄的活动。

温馨提示：活动为免费报名
参与，当期活动只接受提前预约
报名。名额有限，报满为止。每
组家庭由一名家长带一名孩子组
成。预约报名电话65238891，现
场报名省博物馆一楼服务中心。

秀英城市管理六大专项整治成一把手工程

用三年改善城市面貌

五彩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展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