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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开展以来，省工商局局长
陈楷时时关注、处处督促，对该项工
作进行了全面细致的部署，连续几
次在相关党建材料和团建简报中做
出重要的大篇幅批示，并与定安县
委书记陈军就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
深入座谈，还实地走访了解支部建

设等情况。省工商局副局长刘春梅
多次向陈军，定安县委常委、组织部
长王开俭介绍工作开展情况，为该
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坚强保
障。

一是定安县委组织部牵头成立
了由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任组长，县

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工商局局长任
副组长，工商、商务、工信、工商联、民
政、扶贫、就业等11个部门主要负责
人为成员的定安县“个小专”非公经
济组织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负责
全县个小专非公党建工作。

二是经定安县直属机关工委批

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定安县“个小
专”非公经济组织委员会，负责具体
工作的开展，强化了“个小专”非公
党建的工作落实力度。相互融合配
合、联动连抓、协同推进的组织部主
导、工商部门主抓、“个小专”党委主
管的“三主架构”已经形成。

非公党建抓起来 经济发展快起来
——让党旗在定安每一个非公企业上空飘扬

“我要让‘灰蘑菇’变成‘金蛋蛋’，带领我的父
老乡亲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中共龙湖南科食用
菌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吴孔利在支部成立时，向公
司党员和职工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定安县小专非
公经济组织330多名“隐形党员”、“口袋党员”、“流
动党员”回归组织后，争当先进，助力发展的心声。

一是抓组建，完善组织架构。建立“个小专”
非公经济组织党支部48个，党总支2个。涉及养
殖、农副产品加工、旅游、房地产开发、制药、制造
等20多个行业，共158家市场主体。使“个小专”
非公经济组织基层党组织进一步完善，有效提升
了组织覆盖率。期间，为了尽快摸清党员底数，健
全基层组织，我们按照人要去到、账要搞清、不留
死角的要求，采取走访摸底、电话查找、设立“两
站”、搭建微信平台、媒体滚动宣传等形式把一个
个党员找回家。共走访市场主体14000余家，发
送短信15000余条，拨打电话2000余个，媒体发
布从业党员登记宣传信息100条次。共查找出
333名“隐形党员”“口袋党员”“流动党员”。

二是抓机制，确保责任落实。为了尽快形成
上下贯通、协调有力、运转顺畅的工作体系和一级
带一级、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级级责任明
确的工作格局。在定安县委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下，及时出台了《中共定安县委关于加强个体工商
户、小微企业及专业市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定安县个小专党委“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方案》
《定安县工商局开展个小专非公党建工作方案》
《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和专业市场党建工作联系
点制度》《个小专非公党建工作指导员制度》《个小
专非公党建示范点创建实施方案》等相关制度，使

“个小专”非公党建工作有章可循。
三是抓团建，党团同步推进。在全面开展“个

小专”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同时，定安县工商
局把非公团建职责融入到非公党建职能中，同步推
进定安县非公经济组织团建工作，凝聚了广大青年
的力量，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在省工商局团委
和定安团县委的领导下，经定安团县委批准，在定
安县工商局成立了定安县非公经济组织团工委，负
责非公团建工作。在组织领导、督查考核、统计申
报等方面形成了党建团建同加强共推进的局面，充
分发挥了共青团组织在经济建设中的生力军和突
击队作用。

四是抓培训，提升队伍素质。为了更好的发挥
“个小专”非公党组织和党员作用，从工作实际、党员

诉求出发，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干什么学什么的原
则，将精神“补钙”与业务“解渴”想结合，以增强党员
从业能力为目标。针对党员从业特点，组织先进党
员传帮带，动员大家主动学，在党员与党员、党员与
群众间形成愿意教、愿意学，相互交流、共同进步的
良好氛围，进一步提高党员自身就业、创业能力。形
成了“个小专”非公党建工作越来越顺、党员觉悟越
来越高、党员作用越来越大、党员生活越来越好的良
好态势。

五是抓平台，促进经济发展。为了找准服务
这个党建与发展的最佳契合点，构建起党建强、发
展强的命运共同体，定安县工商局着力打造“一对
一精准政策扶持平台”、“网上销售平台”、“融资平
台”、“邮递绿色通道”为主的“三平台、一通道”，进一
步激发个小专党组织活力。协调解决企业反映的
集中问题，指导和帮助市场主体解决经营管理、政
策扶持、转型升级等方面问题。为定安黑猪、定安
粽子、定安花生油、定安鹅、富硒大米等32个农副
产品加工生产市场主体提升销售额1000多万
元。为相关市场主体协调贷款业务68笔，合计金
额2700万元。牵线黄竹万嘉果公司与中国邮政
集团公司定安分公司合作投资设立热带水果销
售绿色快递专线，实现利益双赢。

六是抓规范，培育先进典型。选派“个小专”
非公党建指导员深入支部中开展工作，以“树典
型、抓示范、带全局”为工作思路，全面推行“个小
专”党建联系点和示范点制度，面对面的指导支
部开展党的活动，积极引导300多名党员亮牌经
营，培育出联塑党支部、商贸协会党支部、合利包
装党支部、龙湖食用菌党支部、天九美食广场有
限公司党支部、南华养殖专业合作社党支部等6
个优秀党支部和吴孔利、王卓等10名先进个
人。逐步形成了“个小专”党建抓起来，群众投诉
降下来，诚信形象树起来，生产经营火起来的良
好工作局面，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

下一步，定安县工商局将在省工商局、定安
县委的正确领导下，扩大“两个覆盖”，按照“三
主架构”的工作思路，牢固树立责任意识、服务
意识，积极探索，大胆创新，以“六抓”为载体，认
真履行职责，切实发挥党员和党组织在服务产
业发展中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党组织在非公
经济组织中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开创
定安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新局面作出积极贡
献。 （文豪）

党的组织是党发挥作用的基础，
自2015年全国工商系统推进非公有
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经验交流会以
来，在海南省工商局和定安县委的坚
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定安县工商局

截至目前，已建立“个小专”非公经济
组织党支部48个，共有党员333名。
涉及养殖、农副产品加工、旅游、房地
产开发、制药、制造等20多个行业，
158家市场主体。在县“个小专”非公

经济组织党委的引导和帮扶下，定安
县新增就业岗位1200余个、扶持党员
自主创业20余户，各党支部组织开展
扶贫帮困活动30余次，帮扶资金共计
200余万元（其中，仅文笔峰党支部

2015年至2016年提供各类帮扶共计
100万余元），惠及困难群众2600余
户，帮助脱贫120余户，资助贫困大学
生70余人。达到了凝聚人心、团结群
众，促进发展的良好效应。

“六抓手”，促经济发展

抓“三主架构”，强化党建工作组织保障

扩大“两个覆盖”，夯实党的组织基础

自开展个体工商户、小微企
业及专业市场（以下简称“个小
专”）非公党建工作以来，定安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按照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和定安县委加强和创
新非公党建工作的部署要求，把
加强“个小专”非公党建作为当
前工作的重中之重，紧扣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这一时代主题，结
合商事制度改革带来的发展机
遇，搭建起组织部主导、工商部
门主抓、“个小专”党委主管的
“三主架构”，着眼于建设一套上
下贯通的领导体制、一个覆盖全
面的组织体系、一支作用突出的
骨干队伍、一个坚实有力的基础
保障。以“六抓手”着力破解党
组织组建难、党员管理难、活动
开展难等难题，使“党的种子”生
根发芽、茁壮成长。

➡ 定安“个小专”党建办公室
工作人员在龙湖南科食用菌有限
公司党支部了解党建工作。

本报椰林5月10日电（记者良
子）“陵水附近一带已丢了20多个孩
子，解剖了7个小孩的胸部，拿走器
官。”连日来，陵水黎族自治县多个

微信群和朋友圈传播着这样一段文
字信息。经陵水警方核实，这是一
则谣言！截至目前，陵水未接到该
类报警，也没发生此类案件。陵水
警方希望广大网友勿制谣传谣，以
免触犯法律。

据了解，该微信标题为“紧急通
知”，其内容大致如是：“请大家注意，

家里有孩子的大人都要看好，从三亚
来了100多个外地人，现已经到了陵
水附近，专来偷小孩抢小孩的，已丢了
20多个，解剖了7个小孩的胸部，拿
走器官。凡是为楼房补漏的面包车，
收粮食的车，以及在街上转来转去的
陌生人、收旧家电的、带黑口罩的人、
穿黑裤子的人、说不完整普通话的人，

不要答理他们……”
陵水警方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之规定，散布谣
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
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五日以
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
下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九十一条第二款，编造虚假的险
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
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虚假
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
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
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陵水发生多起抢小孩事件？假的！
陵水公安：未接到该类报警，也没发生此类案件

本报三亚5月10日电（记者孙
婧 通讯员罗佳 吉承帅）今天凌晨，在
三亚河东路一无人看管停车场，26辆
停放在此的出租车一夜间挡风玻璃全
部被砸破。

今天6时34分许，三亚警方接到
司机们的报警后，辖区吉阳分局月川
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经了解，案发
现场为一块闲置空地，案发时共停有
货车、私家车和出租车120余辆。其
中分属天行、广达、弘瑞、飞马及海棠
湾出租车公司的26辆出租车，其前、
后挡风玻璃，以及车窗玻璃均有不同
程度的损坏。奇怪的是，同一停车场
内的其它社会车辆均无事。

目前警方正在调查。

三亚多辆出租车
凌晨被砸
警方已介入调查

本报海口5月10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
樊磊 田和新 黄金）今天，记者从省公安厅禁毒
总队获悉，该总队和文昌市公安局联合广州铁
路公安局、广东东莞市公安局、广西南宁市公安
局，成功破获一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共抓获
违法犯罪嫌疑人14名，刑事拘留10名，缴获各
类毒品8634克，摧毁了一个横跨琼、粤、桂三省
的特大跨区域贩毒网络。该案是我省公安机关
今年以来破获的第5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

据了解，今年1月初，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在
工作中发现，以李某某为首的贩毒团伙频繁联系
广东、广西上家购买大量海洛因、冰毒进行贩卖，
并以海口为据点，以批发的方式分销至海口、文
昌等地下家，交易频繁、数量较大，影响恶劣。2
月26日，公安部禁毒局将该案列为公安部毒品
目标案件。

经过4个多月的缜密侦查，专案组已摸清
该团伙组织架构，并掌握了大量的犯罪证据。
4月初，广东、广西警方传来捷报，专案组获悉
李某某跟广东上家黄某某联系，准备交易7公
斤毒品。为了防止大量毒品流入岛内，专案组
决定，对该团伙进行收网，并组织了70余名警
力分8组在预定地点设伏。

4月13日晚，黄某某乘坐大巴车携带毒品
到海口准备与李某某交易时，在海口汽车西站
被专案组民警抓获，当场在其行李箱中查获冰
毒7.086公斤。随后，专案组马不停蹄，相继在
海口、文昌抓获另外12名犯罪嫌疑人，缴获海
洛因0.774.6公斤、氯胺酮0.773公斤、开心果4
粒、麻古37粒，扣押毒资现金72.2万余元。

4月14日下午，专案组乘胜追击，在广西、
广东警方的协助下，在广东海安码头抓获李某
某的广西上家黄某德。至此，整个贩毒团伙被
摧毁。全案共抓获黄某某等违法犯罪嫌疑人
14名，目前已刑事拘留10名，治安拘留4名。

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海南警方破获
一起特大贩毒案
抓获14人 缴毒8.6公斤

求真
澄清谬误 明辨是非

空心菜 菜心 地瓜叶 生菜 小白菜 油麦菜 芥菜 上海青 圆白菜 茄子 豆角 青瓜

海南部分市县蔬菜田头收购价信息
单位：元/斤 时间：2016年5月10日

填表单位：省农业厅 制表单位：农业厅市场与经济信息处
琼中 1.7 2.3 2.7 3.0 2.0 1.7 1.7 2.5 2.5 1.5 3.0 3.0

海口 1.0 2.5 2.4 2.1 1.5 1.8 1.9 0.8 0.6 0.8
三亚 0.8 2.3 1.0 1.4 1.2 1.1 1.0 1.3 1.3 2.5 1.5
儋州 1.2 1.8 1.7 1.4 1.2 1.1 1.5 1.2 0.5 1.2
琼海 1.2 1.3 1.3 1.2 1.2 1.0 1.1 1.3 2.5 1.0

本报临城5月10日电（记者李
佳飞）近日，在临高县新盈港口，省海
洋与渔业监察总队执法队员用电锯
等工具把收缴的电拖网实施切割。
据悉，这是今年我省对查获的非法电
拖网首次公开销毁，此次销毁的电拖
网有5000多米。

电拖网是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渔
具，一般是使用蓄电池、柴油机等工具
改装，其所过之处，周围5至10米范围
内的鱼均会被电死或电晕，受过电击
的漏网之鱼也会失去繁殖能力，对所
经水域的生态系统造成毁灭性打击。

省海洋与渔业监察总队执法人
员介绍，电拖网危害极大，除进行鱼

类资源调查等科学考察活动，向渔业
部门请示，经渔业部门批准后得以进
行电捕鱼外，其他情况下使用该法捕
鱼都是非法的。

据介绍，目前临高新盈港是电拖
网渔船的重灾区，全省的电拖网渔船
几乎均集中在临高，而临高的电拖网
渔船又大部分分布在新盈港。为打
击电拖网作业，今年3月1日起，省海
洋与渔业监察总队在我省所辖各渔
港、渔区及渔业生产作业海域对使用
电拖网作业的各地渔船，以及经营电
捕鱼设备的加工点、销售点和维修点
进行全面检查。经各市县渔业执法
部门摸底、排查，涉嫌从事电拖网生

产作业的拖网渔船大约500余艘，全
部属临高籍渔船，该类渔船现主要分
布在临高、文昌、陵水、洋浦等渔港，
三亚和海口数量较少。

今年以来，有关部门开展专项打
击电拖网行动后，执法队员开展海上
巡查，先后出动执法船艇140多次，
查扣临高籍电拖网渔船7艘，其中在
儋州查获3艘，昌江查获3艘，三亚查
获1艘。与此同时，开展港口检查，
共出动执法人员1120人次，开展港
口检查149次，登临检查渔船1424
艘，查扣涉嫌电拖网渔船243艘，没
收电拖电线3400米。

对被查处的电拖网渔船，省海洋与

渔业监察总队将协调临高县相关部门，
督促船主进行整改和转产。对船检合
格的电拖网船只，进行罚没、罚款。而对
于“三无”船从事电拖网作业的100多艘
渔船，则采取销毁或引导渔民转产。

省海洋与渔业监察总队副总队
长李洪澜介绍，对电拖网作业行为，
总队将采取专项执法行动与常态执
法相结合，设立举报电话，发现一艘，
打击一艘，绝不姑息，对从事电拖网
非法作业的渔船和渔民，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规定给予从重
处罚，并视情按有关规定取消其当年
的燃油补贴。对涉嫌犯罪的单位和
个人，则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我省公开销毁电拖网5000多米
今年以来查扣涉嫌电拖网渔船243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