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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社》是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的综合性都市报，于
2001年1月1日创刊发行，是海南省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强的都市类报
纸。

因业务发展需要，《南国都市报社》现面向全国招聘记者编辑若干名。
具体招聘条件为：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党的新闻事业；
（2）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具备较强沟通、文字能力；
（3）年龄35岁以下，身体健康，吃苦耐劳；

（4）新闻专业毕业或有新闻采编工作经验者优先。
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学历学位证明、身份证、相关作品等扫描，并在

2016年3月8日前发送至邮箱ngdsb2015@126.com。本次招聘不接
受现场报名。

联系电话：0898-66810860
南国都市报社

2016年2月16日

《南国都市报社》招聘启事

海口市菜篮子集团平价菜临时直销点蔬菜价目表（2月16日）

序号 品种 价格（元/斤） 序号 品种 价格（元/斤）

1 白萝卜 0.98 12 皇帝菜 5.0
2 红萝卜 2.6 13 生菜 4.9
3 菜心 4.9 14 油麦菜 4.9
4 小白菜 2.9 15 地瓜叶 5.0
5 大白菜 2.9 16 本地小白菜 5.0
6 圆白菜 2.9 17 小芥菜 4.3
7 上海青 3.9 18 大芥菜 3.9
8 小黄白 3.9 19 菠菜 5.0
9 小青菜 4.9 20 快菜 5.0
10 西红柿 3.5 21 空心菜 5.5
11 苦瓜 5.9 22 茄子 4.2

儋州向城镇水污染宣战

力争用3年
告别臭黑水体

南国都市报 2 月 16 日讯
（记者林书喜通讯员陈永强）近
日，儋州市出台《儋州市城镇内
河（湖）水污染治理三年行动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力争用3
年时间消除城镇内黑臭水体。

《方案》提出，儋州市将用3
年时间对全市城镇内河（湖）水
环境实施集中专项治理，到2018
年，治理范围内城镇内河及流经
城镇河段达到Ⅳ类水质标准，力
争达到Ⅲ类及以上水质，实现城
镇建成区基本消除黑臭水体，全
市城镇内河（湖）水环境质量总
体明显改善。

《方案》要求，各相关部门要
针对南茶河和南茶水库水体以
及上游区域生活污水、垃圾和工
业废水污染、畜禽和水产养殖污
染、种植业面源污染、水土流失
及河道采砂影响等方面进行全
面调查。

查清水体污染原因后，各相
关部门将以改善水体水环境质
量为核心，实行“一河（湖）一
案”，“一区（公园）一案”，制定针
对性强的城镇内河（湖）水污染
治理方案，编制年度实施计划。

全国最大胡椒基地遭
受寒害

东昌农场加强
受寒害胡椒管理

南国都市报2月16日讯（记
者纪燕玲 通讯员林宝华）连日
来，在全国最大的胡椒生产基地
东昌农场，相关人员冒着寒冷天
气，深入到全场各单位，察看低
温天气造成胡椒、荔枝、蜜柚等
农作物受灾情况，并对当前生产
自救工作进行部署。

据介绍，去年入秋后，该场
天气一直处于良好状态，给胡椒
生长带来了有利时机，普遍长新
叶、开新花、结果累累，满园胡椒
生机盎然。但进入一月份，气候
突然发生了变化，遇上了几十年
不遇的持续低温寒冷天气，最低
气温达到6度，并有霜冻，给胡椒
等农作物造成严重破坏。全场2
万多亩胡椒，深受其害，平均每
株掉叶、落花、断枝达10％以上。

针对当前胡椒受寒害严重的
情况，东昌农场场长李明跃要求
有关部门做细做实生产自救工
作，最大限度挽回灾害造成的
损失。

琼中一个月
拆违4360平米

南国都市报2月16日讯（记
者吴岳文）琼中严厉打击违法建
筑行为，日前，该县湾岭镇联合住
建、公安、城建、市政等部门100
多人，对集镇规划范围内一处违
法建筑依法进行了强制拆除。

据了解，此次拆除的违法建
筑位于海榆中线120公里+600
米处，该违法建筑户未经批准擅
自建设一栋3层楼房，面积1250
平方米。之前工作人员多次上
门反复做思想工作，但该违法建
筑户拒绝自行拆除。湾岭镇经
请示，依法进行强制拆除。

今年1月，琼中全县共拆除
违法建筑6处，拆除乱搭乱建等
违法建筑面积4360.22平方米。

南国都市报2月16日讯（记者
纪燕玲通讯员陈安宇）15日晚上，针
对春节期间骑楼小吃街、泰龙美食城
存在“脏乱差”问题以及整治后反弹
现象严重等问题，海口市龙华区连夜
召开区委常委会，立即对负有属地管
理责任的大同街道党政负责人依法
依规启动了最严厉的问责程序。

据介绍，因去年3月份的“侨中
里垃圾山”问题和8月份的“义龙路
夜间乱象”问题，大同街道主要负责

人已经两次被区纪委监察局问责。
接二连三在环境卫生管控方面出现
问题，严重暴露出大同街道工委、办
事处对“双创”工作重视不够，责任意
识不强，执行力不强，工作“不严不
实”。根据《海南省“慵懒散奢贪”行
为问责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龙
华区委常委会一致决定对大同街道
工委书记杜某给予免职处理，责令大
同街道办事处主任符某公开道歉。

据了解，这是海口龙华区今年的

首例问责，也是好作风建设年启动以
来最严厉的一次问责，充分体现了龙
华区委、区政府以铁腕转作风的决心
和态度，释放出有责必问、问责必严
的强烈信号，以严查重处确保压力贯
通、责任到位，着力树立正确的用人、
干事导向，推动“双创”工作向纵深推
进。

海口龙华区委书记符革强调，在
其位要谋其政，任其职要尽其责，把
自己该干的事情尽心尽力做好，是对

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干部义不容辞
的责任。谁不作为就问责谁，谁不负
责任就惩戒谁，严格按规矩办事，严
肃查处惩戒，对不敢担当、遇事推诿
的干部，该挪位置的挪位置，该摘帽
的摘帽。要把深化问责作为纵深推
进“双创”工作的具体抓手，层层传导
压力，级级落实责任，实现问责常态
化。这次的问责不是最终目的，问责
一个，重在警醒一片，以问责之严督
促干部履职尽责，推进干部作风转变。

海口大同街道工委书记被免职
海口龙华铁腕转作风助推“双创”

海口滨江街道
“双创”助“拜年”
志愿服务活动启动

南国都市报2月16日讯（记者纪
燕玲 通讯员吴清洲）今天上午，海口
市琼山区“双创”助“拜年”、爱我琼山
（滨江）志愿服务活动在滨江街道启
动。

当天共分为5个会场，海口市、琼
山区包点单位和街道干部，社区工作
人员、网格员、辖区居民共300余人参
加志愿活动。

据介绍，在“双创”的新常态下，滨
江街道和挂点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于
元宵节之前下沉到社区，开展清理垃
圾、维护社会交通秩序、加强门前三包
整治、化解矛盾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等
工作，彰显干部职工的“四种精神”和

“三种特质”风采。通过这种“双创”模
式达到了向群众拜年，密切干群关系，
提高群众参与、奉献、受益“双创”的
目的。

海口平价菜直销点及摊位
加倍投放7种蔬菜

南国都市报2月16日讯（记者
王子遥）2月16日，记者从海口市菜
篮子集团了解到，根据省政府“菜十
条”措施、海口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和
海口稳菜价“十六条”措施的部署，该
集团决定从当日起，在43个政府平
价菜临时直销点及超市、农贸市场的
平价菜销售专区或摊位，加倍投放小
白菜、生菜、上海青、菜心、空心菜、苦
瓜、茄子这7种平价蔬菜。其中在临
时直销点上，7种蔬菜的每个单品总
投放量不少于6800斤，并保持充足
的库存以便于随时补货，保证供应
量。

据了解，自从菜篮子集团以低于
市场价格15%以投放平价菜后，已经
逐步给海口“高烧”的菜价“降温”。据
海南省物价局监测，海口蔬菜价格近
日回落明显，14日12种监测蔬菜品种
的零售价格中有10种呈环比下降。

虽然多个品种的蔬菜价格已明
显回落，但仍有部分市民喜爱的蔬菜
品种处于较高价位。据统计，2月14
日，小白菜8.22元/斤、生菜8.55元/
斤、上海青5.53元/斤、菜心6.99元/
斤、空心菜7元/斤、苦瓜7.37元/斤、
茄子4.45元/斤，均高于省物价局所
定的基准价30%以上。

目前，菜篮子集团在平价菜临时
直销点上销售的蔬菜品种近17种，
其中上述7种蔬菜的零售价格分别
为：小白菜2.9元/斤、生菜4.9元/斤、
上海青3.9元/斤、菜心4.9元/斤、空
心菜5.5元/斤、苦瓜5.9元/斤、茄子
4.2元/斤，均低于同类蔬菜市场平均
价格。经过加倍投放后，可以更好地
满足市民的消费需求，抑制蔬菜价格
高位运行的势头，拉下高价蔬菜的零
售价格。

自2月10日以来，海口市菜篮子

集团持续在海口铺开政府平价菜临
时直销点，截至2月14日，临时直销
点已增至43个。随着布点数量的增
加和市民的知晓率提高，各临时直销
点的“菜篮子”蔬菜配送销售量也在

不断增加。15日，临时直销点的日配
送销量已达到45吨，超过首日配送
销量近两倍，一些直销点不到两小时
便售完既定销量并及时进行补货，广
受海口市民好评。

2月16日，海口市东湖边上，可以看到白色护栏拉着铁链围着东湖，原先在东湖边上抓鱼、清洗的人
不见了踪影。在东湖路上，一米多高的铁护栏已经落成，底板以及旁边的绿化基本布设完，不复以往破
烂的景象。 南国都市报记者刘孙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