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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海口市琼山区城管大队30多名执法队
员在清理振发路上占道经营的铁架等物品。

本报13日《无视禁牌 占道摆摊》图片报道引起了海
口市琼山区城管大队高度重视，该单位连日来派人定时
巡查，并加派专人专岗对占道人员进行疏导，劝说他们进
入离现场几十米外的公益性批发市场经营。

清理干净的振发路告别了拥堵与肮脏，周边居民均
拍手称赞。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影报道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记者洪宝
光 通讯员程玲玲）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监
察总队原副巡视员王世坤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
252.6万元人民币。1月19日，海南一中
院对该案进行一审宣判，以受贿罪判处被
告人王世坤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
利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万元。

1998年底，时任海南省水产局副局
长的王世坤到海南省海洋渔业总公司考
察公司班子成员换届工作。该总公司下

属的远洋捕捞公司经理周某仁找王世坤
帮忙，提出自己想上个台阶，王世坤表示
尽量帮忙。在王世坤的推荐和支持下，
1999年9月，周某仁晋升为海南省海洋
渔业总公司副总经理。为了感谢王世
坤，周某仁分3次共送给王世坤12万元。

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下半年，海
南某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某波先后
两次找到王世坤，希望能尽快帮忙办理钢
质渔船的建造证书，王世坤同意帮忙后，赵
某波分别送给王世坤15万元和17万元。

2007年至2010年间，海南洋浦某
航道疏浚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郑某
利为和王世坤搞好关系，以便在船检业
务上得到其关照，分5次共送给王世坤
33万元。在此期间，该公司申报的渔船
均顺利办理初检和年检业务。

2009年，三亚某水产实业有限公司
委托三亚某造船厂新造四艘钢质渔船。
为顺利完成该四艘渔船的初检，该公司
部门经理林某瑞找王世坤帮忙。2009
年底该四艘渔船通过检验后，林某瑞送

给王世坤15万元，以示感谢。2010年至
2011年间，昌江某渔业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许某敏为办理18艘昌江编外钢质
渔船的初检入户，找林某瑞帮忙，林某瑞
又找王世坤帮忙。王世坤表示同意办理
后，为感谢王世坤，2010年至2011年间，
林某瑞分4次共送给王世坤31万元。

此外，从1999年到2013年，在先后
任海南省水产局副局长、海南省海洋与渔
业厅海域管理处处长、助理巡视员、海南
省渔业船舶检验局局长、海南省海洋与渔

业监察总队临时党委副书记、海南省海洋
与渔业监察总队副巡视员期间，王世坤还
多次利用职务便利，在人事安排、职务晋
升以及申请造船资质、办理船检业务等方
面为宋某寿、黄某秀等其他21人谋取利
益，收受贿赂款129.6万元人民币。

海南一中院审理认为，王世坤的行
为已构成受贿罪。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
定，海南一中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该
案宣判后，被告人王世坤表示对判决不
服，提出上诉。

14年间收受25人贿赂250多万元
省海洋与渔业监察总队原副巡视员王世坤一审被判13年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吕莹玉 实习生肖晓）野林中
开赌场，每15分钟就收“水钱”。近日，
海口美兰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并
依法作出判决，5名团伙成员均落网被
判刑并处罚金。

经审理查明，吴某某、谭某某、姚某
等人自2014年4月份以来，在羊某某的
组织下，流窜在海口市周边的野外树林
中，自行发电和搭建棚子，设赌场，招揽
赌客，从中收取水钱牟利。由谭某某、姚
某、吴某某等人每15分钟左右收取人民
币100元至500元不等的“水钱”。

2014年5月2日，羊某某、谭某某、
姚某将赌场移至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晋
文村儒友村小组的一间民房中。当日凌
晨2时许，由陈某某作庄，招呼在场24
人下注。凌晨3时许，公安民警查获该
赌场。同年7月1日，羊某某在海口市
动车东站被公安民警抓获。

美兰法院认为，羊某某、谭某某、吴某
某、陈某某、姚某的行为均已构成开设赌
场罪。依法判处羊某某有期徒刑1年3个
月，罚金人民币2万元；判处谭某某有期
徒刑1年，罚金人民币1万元；判处吴某某
有期徒刑7个月，罚金人民币7000元；判
处陈某某有期徒刑6个月，罚金人民币
6000元；判处姚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
1年，罚金人民币5000元。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记者张谯星）记者今
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纪委
在开展节前明察暗访过程中，发现该县政协和县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存在公车私用问题，进行
了点名道姓通报批评。

经查实，1月15日晚，该县政协办公室主任
李强、县政协环境资源与经济委员会主任陈美
泉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赵明慧违
规使用公车到餐饮场所就餐。琼中县纪委常委
会讨论研究，决定对李强进行全县通报批评并
诫勉谈话，对陈美泉和赵明慧进行全县通报批
评，并就此事约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
长杨斌。

开着公车去就餐
琼中3干部被通报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 （记者张谯星）海南
廉政网今天发布消息，乐东黎族自治县海洋与
渔业局原局长吴淑健因受贿被开除党籍、开除
公职。

经查，2007年 4月至 2014年 4月，吴淑健
在担任乐东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期间，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
贿赂 7.6 万元。2014 年 10 月 22 日，乐东县人
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吴淑健有期徒刑3年，缓
刑5年。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有关规定，乐东县纪委常委
会、县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给予吴淑健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乐东县海洋与渔业局原局长吴淑健

受贿7.6万元被双开

本报屯城1月20日电 （记者林容宇 张谯
星 通讯员吴祖鸿）日前，屯昌县纪委对屯昌县
南坤镇石坡村党支部书记李明华进行立案调
查。

经查，李明华在担任南坤镇石坡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期间，石坡村委会将水浸区农民基
本口粮补贴68504元挪作他用，对此，李明华应负
主要领导责任。另外，李明华还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将村委会宣传经费3000元占为己有。其行为
已构成严重违纪。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
定，屯昌县纪委决定给予李明华开除党籍处分。

挪用补贴 侵占经费
一村支书被开除党籍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记者邓海宁
见习记者梁宇晨 特约记者陈安宇 通讯
员林宇）1月19日，海口市得胜沙路批发
商场业主因不满物业公司擅自将步行街
消防通道租给流动摊贩摆摊而集体歇
业，事件发生后，龙华区政府高度重视。
20日上午，龙华区组织工商、消防、城

管、中山街道办等部门到现场进行整治，
通过重新标示消防通道警示黄线，查处
消防违法行为，加强消防安全。

据了解，海口市龙华区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局就海南顺佳达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未经审批，设置疏导摊点收取费用
的问题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和
责令停止违法（章）行为通知书，要求该
公司自行取消违章设置的疏导点，不得
从事违法经营行为，并将依法移交司法
机关处理。

记者当天上午在现场看到，经过整
治后的得胜沙步行街变得整洁通畅，占
道经营、电动车乱停乱放、消防通道被
占用等乱象不复存在，消防人员重新为
得胜沙步行街画上了消防线，并增设消
防温馨提示牌，增加消防设施。

看着铺前畅通的消防通道，业主陈
女士说：“希望今日这种畅通状态能一
直维持下去。”

“画上两道消防线，就等于是立了
个‘规矩’，今后要保证摊贩、车辆都不

能再占用这条消防通道。”海口市龙华
区委常委、副区长周威如是说。现场办
公会上，针对消防通道占用问题，消防
部门指出将进一步联合城管、工商等部
门联合执法开展突击检查，对占用消防
通道经营的行为依法责令进行整改，拒
不整改的将依法进行处罚。同时，得胜
沙社区居委会表示将加强日常消防巡
查工作，确保道路畅通。

据介绍，随着春节的即将到来，博
爱路、中山路、得胜沙路等传统年货市
场将迎来大量客流，而得胜沙步行街作
为海口主要的服装批发市场，消防安全
隐患更是不容忽视，之后有关部门还将
加强日常消防巡查工作，确保道路畅
通，一旦发生火灾险情，消防车辆能够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海口龙华区整治得胜沙步行街占道问题，通道重新划上“消防线”严禁占用

得胜沙老街喜得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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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湾沿岸长近1公里的地带如今
分布了数家酒店、大排档和数量更多的出
租楼房。冲浪赛事的举办，高兴的不仅是
冲浪爱好者和游客们，还有商家和百姓。

“他们喜欢来这里租房，冲浪或者看比
赛，我们刚好做点生意。”“悦海客栈”店主
说。他的客栈是自家的两层楼，他把其中一
间屋租给英国人思闻，每月的租金几百元。

在这家客栈附近，是名为“南海渔村

客栈”的一家酒店，有130多间客房。酒
店管理负责人朱燕说，这家酒店早几年前
就存在，在看中日月湾的发展势头后，于
去年6月进行了重新装修，11月开始营
业。装修前酒店的日均入住率只有20%
到30%，现在得益于冲浪赛事的频繁和日
月湾名声的壮大，已经上升到 40%至
50%，赛事举办期间几乎达到100%。“以
前入住的主要是团客，现在更多的是散
客，住宿时间也更长。这说明日月湾的旅
游正在向休闲类型转变。”

这家酒店还在旁边设立了两个海鲜
排档，人气相当旺。朱燕说，周末的时候
排档路边都挤满了车辆，日常每天接待
200多位顾客。与2013年冲浪节相比，此
次冲浪季期间，日月湾岸边卖水果、烧烤
的摊位要远远超出。冲浪运动兴起对本
地百姓拓宽收入的带动作用，正在一点一
滴间体现。

（阿福 循静 良策）

连续5年举办世界顶级冲浪大赛

布局冲浪产业化 万宁心潮逐浪高

在连续5年举办世界顶
级大赛后，“冲浪万宁”已经
成为全球冲浪视野中的一大
品牌，万宁冲浪也开始进入
产业化的新阶段。

冲浪运动业界公认，尽
管国内尚有青岛、深圳、三
亚等可冲浪之地，但以日月
湾为代表的万宁海湾冲浪
条件最佳，是经过众多世界
级运动员鉴定的天赐之地，
这也是世界职业冲浪协会
（ASP）和国际冲浪协会（ISA）
将其顶级冲浪赛事设在万
宁的最重要原因。

资源越是独特，其积聚
的产业潜能越大。这是万
宁的雄心。放眼全球，冲浪
爱好者已经超过3500万人，
近几年全球冲浪产业产生
的年经济收入在 470 亿至
1300多亿美元之间。这一
运动在国内正在兴起，全球
冲浪城市论坛委员会主席
约翰·尼尔森预计，中国将
在短期内领军冲浪产业。
作为世界冲浪胜地，万宁将
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重要角
色。

“5年来，我们一步一步
朝着产业化的目标推进。”
万宁市委书记张美文表示。

从2014年11月8日到2015年1月
16日，两个多月时间，O'NEILL冲浪海
南公开赛、ISA中国杯、ASP海南精英
赛、Gopro世界长板职业冲浪冠军赛、
ASP国际女子短板职业冲浪资格赛等5
项国际顶级赛事300多名选手聚集日月
湾，密集程度前所未有。而此前4年的冲
浪节，每届时长一周，赛事平均只有2场。

这一变化，万宁将其称为从冲浪节
升级到冲浪季。连续几年的积累后，万宁
冲浪开始产生集聚效应，不仅相当部分选
手反复数次来到万宁，业余爱好者及旁观
者也聚拢过来，产生了一批“粉丝”。

随着这一过程，万宁对于冲浪文化的
理解也更为深入。在日月湾，一种悠闲轻
松的俱乐部文化已经产生，在海边溜溜
狗，听听嘻哈风格的音乐，享受披萨、香肠
等西餐，举办化妆舞会等吸引众多游客，

构筑了娱乐甚于比赛的氛围，这也是运动
员们一再谈及的“享受冲浪”的心态。

“引导人们从生活态度上去理解和
诠释冲浪，让冲浪是一种生活的理念深
入人心。”万宁市委书记张美文说，文化
氛围的建立既是集聚效应的体现，也是
培育更多爱好者的方法，更预示着产业
化的兴起良机。

“我们的第一步是树立起万宁冲浪
的品牌，第二步是进入产业化发展阶
段。目前，品牌基本已经树起，正在进
入第二步。”张美文表示。

这一条道路，是许多著名的冲浪城
市走过了，它们的经验正在引起万宁学
习的兴趣。本次冲浪季，万宁尝试办起
首届冲浪城市论坛，请来澳大利亚黄金
海岸市、台湾等地的业界代表。“我们对
冲浪城市有个定义，就是冲浪活动、冲

浪文化和冲浪就业在当地社会经济文
化中占据相当的比重，冲浪产业得到政
府的认可。”身兼黄金海岸市冲浪工作
委员会主席和全球冲浪城市论坛委员
会主席约翰·尼尔森说，有5年赛事和
文化培育经验的万宁，正处在良好的前
景面前；黄金海岸市已有100年的冲浪
历史，年产值达30亿美元，有50多间
冲浪学校。台湾代表唐咏谊透露，台湾
仅有10年冲浪赛事举办历史，但对举
办地发展旅游经济推动作用已非常明
显，万宁与之类似，可以引以为鉴。

会上，万宁市常务副市长吴明阳透
露，万宁将成立扶持冲浪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把冲浪培训教育做起来，继续推进日
月湾基础设施建设。此外，万宁还计划与
黄金海岸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加入全球
冲浪城市论坛，为产业化做更切实的准备。

在冲浪节升级到冲浪季之际，日月湾
赛事的举办越来越具有“断奶”的味道。

“一开始我们没有积累，赛事运作成本主
要由政府承担，可以说基本走政府包办的
模式。现在品牌口碑起来后，更多地靠市
场力量来推动，政府投入逐步降低。”万宁
市委常委陈兴章说。

张美文说，如今的冲浪赛运作遵循的
是“市场运作、政府补贴、企业赞助、游客
参与”的原则，引进市场机制和专业团队，
积极购买服务，这有效地降低了运作成
本，朝着专业化协作模式发展。

于2011年成立的日月湾冲浪俱乐部，
是承担赛事组织和产业化的重要角色。借
助赛事经验积累，俱乐部每年都自主组织起

“冲浪海南”和“戒浪·不”两大公开赛，年培
训1000人的冲浪爱好者群体，截至2014年

底，已拥有近3000名会员。“我们成立第一
年的时候，参与我们的爱好者特别少，10人
中只有两人是中国人。去年暑期我们培训
的人数比前年同期增长了4倍，其中6成以
上是中国人。冲浪会像滑雪、滑板运动一样
有个爆发期，但现在这个速度来得猛，甚至
有点令我们措手不及。我们担心根基不够
扎实。”俱乐部负责人曾山说。

“给企业来运作，它们的专业化运作能
带来更多的产品和产值。”陈兴章说。本届
冲浪季，已经吸引了O’Neill、Gopro、三星
手机等知名品牌前来冠名和赞助；水上运
动产品的开拓也初有成效，专门引进法国
品牌Courageux举办了户外运动用品展，
以“冲浪万宁”为品牌的运动装备初次亮
相；以冲浪品牌带动房地产营销和户外运
动旅游线路，也成为一股“暗流”。

从冲浪节到冲浪季

从政府包办到市场运作

从平淡到红火的岸边生意夕阳西下，冲浪选手在万宁石梅湾享受冲浪的乐趣。 高林 摄

在万宁日月湾，选手在比赛中。 西海 摄

野外设赌
“收水”牟利 获刑

5人 海口振发路

告别拥堵与肮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