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水坡棚户区
改造项目进展顺利

流水坡棚改项目是海口改造旧城
区、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提升海口城市
形象的重点项目之一。

自今年8月8日提前四个半月完
成该项目征收签约工作后，流水坡片
区棚改指挥部全力实施房屋腾空和拆
除工作，截至目前，已拆除房屋面积约
45%，预计11月底完成该项目的拆除
任务。图为海口市滨江路流水坡棚户
区改造项目拆迁现场。

改造后的流水坡片区将建成以高
档住宅为主，休闲旅游业与商务酒店、
商务办公为辅的南渡江现代化滨水生
活社区。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梁绮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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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省启动建筑业企业参加工
伤保险工作。根据工作计划，今年内新
开工的建筑施工项目必须全部参加工伤
保险，在建项目60%以上参加工伤保
险，建筑施工企业全部按用人单位参加
工伤保险。

实施以来，全省已有260个在建项
目参加工伤保险。然而，目前全省在建
项目有1500个以上，参保项目占全省在
建项目的17%左右。

工伤保险保了建筑工

据了解，同样是造价1000万元的建

筑项目，购买一份意外伤害商业保险要
缴费2万元，但发生工伤事故后，医疗费
赔付封顶1万元，工亡赔付10余万元。
而参加工伤保险保险费要1.8万元，医
疗救治费用不封顶，工亡补助金按2015
年的标准约57万多元，并且区别不同的
工伤情况还有对应的国家规定待遇项目
和标准。

今年7月，来琼务工人员郑文兵在三
亚某建筑工地意外受伤，身体多处粉碎性
骨折，由于得到及时救治，目前已基本康
复，工伤保险共为其发放7万余元。“如果
没有工伤保险，我真不敢想象我们这样的
贫困家庭该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厄
运。”郑文兵说。

截至9月底，全省已核拨按项目参保
工伤待遇9例，支付54.7万余元。“这项政

策是突破性的，一次性缴费，动态登记，保
障项目所有职工的工伤待遇，并且是强制
性的，既适应了农民工流动性大的现状，
又解决了农民工地位弱、维权难的问题。”
省社保局工伤生育处负责人说。

全省260个项目参保

为推进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今年
人社部推出“同舟计划”，计划用三年时
间将工伤保险覆盖所有建筑项目。

今年2月，省人社厅、财政厅、住建
厅、安监局、总工会、地税局等六部门联
合发文对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做出
了明确要求。5月，省社保局及时研究
制定《海南省建筑业按项目参加工伤保
险经办规程》，统一全省业务经办规程和

流程，组织全省专项业务经办培训，统一
解读政策，讲解系统操作，为政策实施做
好充分准备。

琼海市人社局、住建局、社保局等相
关部门密切协作，建立联动机制，推动这
项工作取得很好的成效。全市已有94
个项目参保，缴纳保险费 261 万元，
1500多名农民工受益，为全省之最。

据省社保局9月底专项督导情况反
馈，全省有260个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参保
人数5695人，缴纳保险费889.54万元。

政策普惠还需努力

据省住建厅建管处相关人士介绍，
目前全省在建项目大约有1500个。全
省仅有260个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其中

新建项目164个，参保项目不足全省在
建项目的五分之一。

“我们都是跟着工头干活，根本不买
工伤保险。”在琼山区府城某工地工作的
建筑工小李说，希望有关部门加大监管，
让“保护伞”发挥更大的作用。

启动“保护伞”是好事，如何才使更
多项目加入呢？有关人士指出，建筑业
按项目参保这项工作涉及多个部门，需
要建立联动协调机制，人社、住建、安监、
社保等部门既要各司其职，又要协同配
合，才能抓好抓实。

对此，省社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按
项目参保是过渡阶段的很重要的一项制
度安排，需要各职能部门以“实”的作风
抓好政策落地，为农民工撑好“保护伞”。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

海口粮油储备有限公司
一干部涉嫌违纪被调查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张谯星）海南廉
政网今天发布消息，海南海口粮油储备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苏淑玲涉嫌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三亚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
办公室原主任被“双开”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张谯星）记者今
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三亚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
处办公室原主任黎公慧因受贿获刑十年，日前被
开除党籍和公职。

经查，2006年至2007年期间，黎公慧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与他人共同非法收
受贿赂90万元，其本人分得8万元。2015年 8
月，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黎公慧有
期徒刑十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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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三亚市
纪委监察局审议决定，给予黎公慧开除党籍和开
除公职处分。

玻璃摆件当成水晶卖
海口一水晶店被罚2000元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吴
馥蕾）近日，海口消费者许先生在海秀路DC城某
水晶店内购买了一个水晶球，自行拿去鉴定后发
现是玻璃摆件。随后，海口市工商部门介入调查
此事，责令该店赔偿消费者损失，并罚款2000元。

据消费者许先生介绍，近日他在海秀路DC
城的某水晶店内看中了一个红水晶球，以3400元
的价格买下来。买到水晶球后，为谨慎对待，许先
生自行把水晶球拿到了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进行
检验，结果鉴定红色水晶球实际是为玻璃摆件。

当日下午，许先生向12315热线进行投诉，美兰
区工商局大英工商所随后介入调解。水晶店负责人
承认了其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向消费者退回购买商品的
3400元，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赔偿8500元。

据海口工商部门介绍，水晶店将玻璃摆件作为
红水晶球进行销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属于欺诈消费者。但当事人
经教育后及时纠正了违法行为，并且至案发止，除
被投诉的商品外，没有其他将玻璃摆件作为水晶销
售行为的记录，同时主动承认错误和积极妥善处理
解决消费者投诉，符合从轻处罚的情形。最后，工
商部门做出了行政处罚2000元的处理决定。

男子占道停车睡觉
交警意外查出枪弹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李关
平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兰）今
天下午4时许，在海口琼山大道城东市
场门口，一男子违规将车停在公交车站
内，并呼呼大睡。民警检查车辆时意外
查获1把左轮手枪及数枚子弹。

据交警部门介绍，当时车辆占用公
交车站停靠车道，交警上前检查，发现
男子坐在驾驶座位上酣睡，该男子身上
有纹身，车辆没有号牌，形迹可疑。交
警搜查车辆发现一把左轮手枪及子弹
数枚，随后又从车里搜出长剑1把，匕首
1把，疑似制毒工具3个、3包白色粉末、
注射器3个，药水1盒，药丸数粒。

据悉，交警将该名男子控制住后，
已经将其移交辖区警方处理。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见习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刘佳）近日，海南省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对一起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案件进
行了判决。越南籍女子冯氏清（PHUNG
THI THANH音译）因协助组织自己的
越南“老乡”偷渡到海南文昌卖淫，获刑1年
零1个月，刑满后驱逐出境。

2013年9月，阮氏花（越南籍，在逃）
组织十余名越南妇女偷渡到海南后，安排
她们在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的一出租屋

从事卖淫活动。冯氏清于2014年2月从
越南偷渡到海南后，被阮氏花招聘到文昌
的出租屋，从2014年7月起，冯氏清开始
负责收取嫖资、记账，并负责管理卖淫妇
女。云南人王飞于2014年6月被阮氏花招
聘到出租屋打工，专门负责看门望哨并接送
卖淫女到宾馆酒店卖淫并收取嫖资。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冯氏清、
王飞为他人组织卖淫活动提供帮助，其
行为均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

协助组织偷渡外籍妇女卖淫
一越南籍女子获刑1年零1个月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见习记者
计思佳 通讯员胡坤坤）在海口经商的
严某以高息为诱饵非法集资两千多万
元。近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
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严某因犯集资诈
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
权利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宣判后，被告人严某表示不服将上诉。

2011年7月至2013年9月，辽宁人
严某在海口市陆续开设5家桌球连锁

店。2013年8月，严某又开了一家洗车
场。但因桌球馆扩张太快，严某没有足
够资金投入。在桌球馆资不抵债的情况
下，以高息为诱饵，先后向罗某、许某、苟
某等人非法集资共计2657.915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严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非法集资2657.915万
元，扣除案发前已返还的1216.5469万
元，实际骗取他人金额共计1441.3681
万元，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

非法集资2000多万元
海口一男子一审获刑十四年

男子形迹可疑引起村民警觉

昌江警民协同破获
非法持枪案

本报石碌11月3日电（记者张靖
超 通讯员龙伟 牛雅慧）昌江黎族自治
县法院日前对一起非法持有枪支案件进
行了判决，被告人林某因非法持有枪支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嫌疑人在尚
未实施任何不法行为前，即被当地村民
发觉。

今年7月28日下午，被告人林某从
文昌市坐车到昌江县海尾镇五大村委会
甘塘村，欲找其女友陈某一起去找阿方
（化名）讨回借款，但是当天未能找到陈
某。次日中午12时许，林某继续在甘塘
村寻找陈某，由于形迹可疑，被村民围堵
后报警，闻讯赶到的民警当场从林某身
上查获改装的射钉枪等物品。经鉴定，
该枪是以射钉枪改造且以击发6.8毫米
射钉弹作为发射动力的枪支，具有致伤
力。

据办案工作人员介绍，案发当
日，被告人林某曾拨打 110 报案，称
其因到村里讨债而被村民围堵，要求
公安机关出警，却并未交待自己持有
枪支。

据此，法院认为，被告人林某违反枪
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一支，其行为
已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关于被告人林
某提出其是主动报案的辩解意见，经本
案报警录音资料、到案经过等证据证实，
被告人林某不具备投案的自动性，不予
认定为自首。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李关
平 见习记者计思佳）“人行道上划设的
电动车停车位，是免费提供给市民停放
电动车的，不能擅自收费占为己有！”昨
天晚上9时许，海口红城湖路家乐福前人
行道上，交警部门查获一处违规将人行
道电动车公共停车场地“圈地”收费行
为，执勤交警对收费人进行教育。

据了解，海口市政府为了方便市民

停放电动车，加强沿街单位“三包”管
理，在沿街人行道上不影响通行的情况
下划设公共电动车停车位。然而，一些
市民看到有利可图便在街边做起收费
生意，对前来停放的电动车强制收费。

对此，海口市政府日前发布通告，
目前人行道上划设的电动自行车停车
位属于免费。如市民发现任何单位、企
业或者个人私自划设电动自行车停车

点或违法收取停车费用等问题，可立即
向物价部门、交警支队或派出所举报，
有关部门将对电动自行车停车点收费
乱象进行严厉查处。

记者从琼山交警大队获悉，近期大
队接到多起投诉反映人行道电动车公
共停车场地停车被收费，每次均派出民
警前往查处并勒令整改。然而整治效
果并不理想。

记者调查发现，对于此类事情一般
处理程序为违规收费人被交警部门严厉
教育，或者被移送辖区派出所，写下一份
《保证书》保证今后不再违规收费后，收
费人就可以离开派出所了。过两天后，
一些收费人又肆无忌惮“圈地”收费。

对这种“打游击”的收费行为，不少
市民也呼吁要严格管理，让“圈地”收费
行为真正得到遏制。

文昌森林公安突检多家饭店

查获一批
国家三有野生动物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周晓梦）近日，
文昌市森林公安局联合林业部门对该市涉嫌非法
经营野生保护动物的宾馆、饭店、酒点进行突击检
查，查出数家饭店存在非法经营野生动物行为，并
查获一批国家三有野生动物。

目前，文昌市森林公安局已按照有关规定，将
查扣的野生动物交由文昌市林业主管部门进行处
理，并由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对非法经营野生保护
动物的两家酒店进行行政处罚。

据了解，10月28日晚，文昌市森林公安局组
织警力对文城镇文蔚路雅园酒楼进行突击检查的
过程中，发现该酒楼内员工宿舍中的两个大冰柜中
冷藏有国家三有野生动物水鸡等鸟类140只，果子
狸3只。此外，在另一家名为“锦翠酒店”的突击检
查中，民警发现存在同样非法经营野生动物的行
为，该酒店厨房内存有国家三有野生动物鹭鸟3只
（活体）与及冷藏有水鸡等鸟类71只、果子狸3只、
松鼠11只。经查，以上两家酒店均没有取得林业
主管部门核发的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

据悉，近期省森林公安局在全省范围内部署
开展代号“雷霆行动”的专项打击行动，各市县森
警按部署安排，重点打击在野生动物繁衍栖息地、
候鸟迁徙通道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的行为，以
及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等行为，维护我省森林资源安全。

前9个月，全省1500余在建项目中仅260个参加工伤保险

建筑工“保护伞”何时才能保彻底

海口电动车公共停车场被“圈地”收费
市民呼吁加强整治并规范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