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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亚“双修”“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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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城镇从业人员社会保险参保人：
根据省政府及省人社厅相关文件规定，海口市社会保障卡（以

下简称“社保卡”）的医保功能将从2016年7月启用。现将相关事
项通告如下：

一、海口市城镇从业人员社会保险参保人的基本医疗个人账
户和公务员医疗补助待遇于2016年7月起通过社保卡发放。

二、原医疗IC卡、医疗借记卡中余额仍可以继续使用。医疗
IC卡、医疗借记卡的余额不能自动转移至社保卡。

三、已领取社保卡但未办理激活手续的参保人尽快持社保卡
和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到海南省农村信用社（农商行、农合行）各
营业网点办理激活手续。

四、为避免耽误待遇发放，请尚未申领社保卡的参保人及时持
本人二代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1份、标准1寸近期正面白底深色衣
服免冠彩色证件照片1张到海口市64个社保卡服务网点申领，详
情可登录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门户网站或通过移动智能
终端下载安装“海口人社”APP在线申领。

五、服务热线
医疗待遇业务咨询热线：
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医疗保险科：66702035
社保卡业务咨询热线：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12333
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卡管理中心：
68571305、68571306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24小时服务热线：96588

海口市社会保险事业局
201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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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口市基本医疗个人账户通过社会保障卡发放的通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6年7月25日下午三时在海南银达
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依法第三次公开拍卖：位于文昌市文城
镇文东路115号“月亮城”B幢1101房产，建筑面积为138.86平方
米，参考价：人民币40.36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瑕疵说明：1、上述拍卖标的物目前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法定用途等不详；土地使用权的性质、用途和使用年限等不详。2、
按标的物现状拍卖，现房产户型为户主自主改造的复式跃层户型，
上下层已打通，但尚未修建通行扶梯，为毛坯房。3、拍卖成交后，买
受人持裁定自行办理产权登记过户手续，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
各自承担。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7月22日。有意竞
买者请于2016年7月22日下午三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到海南
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
账为准，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账号：
1009689400000122；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
支行。缴款用途处应按顺序注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2015）海南
一中法拍字第70号竞买保证金。

拍卖单位：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6层
电话：0898-66736719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5328281

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607HN0083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以下车辆：
①、琼AAS359别克小客车，挂牌价格：8万元。
②、琼AQ7796富迪小客车，挂牌价格：2.4万元。
③、琼AE3418三菱小轿车，挂牌价格：4.3万元。
④、琼AM8169福田小客车，挂牌价格：2.2万元。
⑤、琼A17872江淮中型普通客车，挂牌价：2.8万元；
⑥、琼AA5945上海别客小轿车，挂牌价：1.1万元。
⑦、琼E18720奥迪小轿车，挂牌价格为4.7万元。
⑧、琼E18732奥迪小轿车，挂牌价格为7.5万元。
公告期为：2016年7月5日至2016年7月18日。详情请登

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海南
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65237542，海口
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
66558034（孙女士）、66558007（林先生）、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6年7月5日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张谯
星 通讯员余振晓 马良平）根据省委
统一部署，省委第十巡视组今天向省
林业厅党组反馈了开展巡视回访督
查的情况。

省委第十巡视组组长马飞代表
省委巡视组指出，省林业厅党组对巡
视整改工作比较重视，措施具体，责
任明确，整改工作总体推进比较顺
利。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浆
纸林遗留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生
态公益林规划侵害部分农民权益的
问题仍然没有妥善处理，处于生态公
益林保护区和海防林基干林带区的
广大农民群众仍未得到应有的生态
直接补偿，农民的林权收益难以实
现，经济利益受损；一些毁林案件查
处和执行仍不到位。

回访督查还发现一些新的问题：
在党的领导弱化方面，省林业厅党组
执行党的政治纪律不够严格，对个别

领导干部存在的问题不敢较真碰硬；
一些直属单位行政领导党的意识淡
漠，片面强调行政一把手负责制或法
人负责制，刻意回避同级党委的领导
和监督，个别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甚至
拒绝向上级汇报工作。在党的建设
缺失方面，基层党组织建设不健全、
组织生活不规范，有的党员不按时缴
纳党费；一些领导习惯于以业务干部
自居，做党务工作不尽责、不担当，有
的不愿意或不屑于做党务工作。在
全面从严治党不力方面，林业系统党
组织落实主体责任不到位，上紧下
松，压力层层递减，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考核存在走过场现象，有的单位
主要负责人被立案查处，在年度考核
中还被通报表扬；责任追究不严肃，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没有采取有效措
施抓整改、抓防范；厅党组纪检组履
行监督责任不力，纪律审查工作不规
范，执纪监督能力不强，存在宽松软；

基层单位“一把手”腐败问题突出，有
的下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前腐后继”；
工程项目建设领域违纪违规问题凸
显，保障性住房建设违规操作问题突
出，有的领导干部搞权钱交易；财政
补贴和专项资金成为腐败分子的“唐
僧肉”，发生了骗取国家涉林专项资
金（主要是退耕还林款）的腐败窝案，
评审费、查验费等成为利益输送“暗
道”，厅党组对此管理不严；个别领导
干部组织观念淡薄，工作纪律松弛，
作风不严不实，履行职责不力，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二十条
规定精神问题仍时有发生。选人用
人工作不够规范，有的干部选任考察
不深入，存在带病提拔、低职高配等
问题。

巡视组提出了四点意见。一是
强化党的领导。要担负起管党治党
的政治责任，敢于较真碰硬、红脸出
汗，加强对项目、资金审批权特别是

“一把手”权力的监管。二是加强党
建工作。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避免出现“带病”提拔问题。配齐配
强基层党组织负责人，严格落实组织
生活制度。三是深化“多规合一”改
革试点，严格林业行政执法，完善补
偿机制，妥善解决生态公益林建设和
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四是严格落
实责任，继续加强整改。对照问题台
账，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
加强跟踪督导和责任追究，务求件件
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省林业厅党组书记、厅长关进平
表示，厅党组领导班子要以上率下，结
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进一步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两手抓、两不
误，采取有力措施对账销号，锲而不舍
促整改，持之以恒抓落实，坚决从源头
上防治腐败，切实把巡视成果转化为
推进全省林业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
为海南生态立省再建新功。

省委第十巡视组向省林业厅党组反馈巡视回访督查情况

敢于较真碰硬 严格落实责任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张谯
星 通讯员谢海波 王伟荣）今天，省
委第五巡视组向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党组反馈了开展巡视回访督查的情
况，就抓好巡视整改工作提出要求。

省委巡视五组组长官宏伟代表
省委巡视组指出，省工信厅领导班
子认真贯彻中央、省委决策部署，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二十
条规定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
反腐败工作，促进了全省工业和信

息产业健康发展。但巡视组在回访
督查中也发现了全面从严治党“两
个责任”落实不到位，平时没检查，
年终没考核；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流于形式；有的制度不切实际，停留
在文件上，没有抓落实；一些建设项
目推进不力，项目检查验收整改进
展缓慢，专家库建设不适应现行工
作运行要求等巡视整改不力的问
题。回访督查还发现对挂靠行业协
会党组织疏于管理，依法行政工作

不力等新问题。同时，巡视组还收
到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反映，已按
规定转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等
有关部门处理。

巡视组提出了四点意见建议。
一是细化“两个责任”，加强监督检
查，在抓落实上下功夫。二是进一步
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的监管，切实发挥
资金使用效益。三是加强行业协会
党组织建设工作，确保行业协会党组
织正常开展各项活动。四是克服“松

口气、走过场”的思想，进一步深化和
巩固巡视整改成果。

省工信厅党组书记、厅长韩勇表
示，将强化党组的主体责任，强化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
识，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
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各
支部建设、全面加强干部自身建设、
全面加强发展能力建设，以优良过硬
的作风，推动全省工业和信息产业健
康发展。

省委第五巡视组向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反馈巡视回访督查情况

细化监督检查 巩固整改成果

巡视“回头看”反馈

本报三亚7月4日电（记者陈雪
怡）“闲时看景，饭后散步，多好！”三亚
丰兴隆桥头公园的开建，让家住该市丰
兴隆榆亚新村的刘先生颇为期待，他一
边细看公园效果图，一边笑着说道。

丰兴隆桥头公园是三亚“双修”
“双城”重点项目之一，占地面积212

亩，位于三亚春光路。建设内容包括
公园服务配套设施、场地铺装、园路、
景观水体、种植工程、海绵设施、中水
回用、人行桥工程等。该项目于6月
10日开始施工，开工后加快推进建
设，如今已完成总工程量约20%，预
计9月20日将全部竣工。

根据规划，丰兴隆桥头公园是三
亚两河四岸景观整治修复工程中的重
点示范项目，将参照新加坡碧山公园
模式，打造成城市海绵生态公园，是体
现三亚“双修”“双城”工作理念的重要
空间载体。公园定位以市民活动为主
体，以水净化展示为特色，集市民休
闲、科普教育、生态示范等功能于一
园。公园将分为几大区块，包括中心
活动区、热带花园区、草坪剧场区、湿

地净化区、游客服务中心、景观桥及红
树林带等。

同是三亚“双修”重点项目之一的
月川生态绿道，似一条“绿项链”，将串
联起城市湿地、森林山体和主要城市
公园等；镶嵌其中的丰兴隆桥头公园
恰似项链中的一颗“绿宝石”。而丰兴
隆桥头公园，不仅是城市的“绿宝石”，
还将是市民的“绿乐园”。

“公园的中心活动区靠近丰兴隆

大桥，车辆川流不息，难免会有吵杂。
但我们会在大桥两侧设置缓坡地形，
土丘上种植密集植被，可有效减少车
流和噪音对公园的影响。”项目负责人
说，公园中最特别的会是草坪剧场。
剧场以下沉式草地为主体，周边结合
地形布置看台台阶，并以植物围合空
间，人们坐在台阶上，会有坐在剧场看
演出的感觉。此外，遇上暴雨时，草坪
还可作为区域雨水临时蓄滞的场所。

三亚参照新加坡碧山公园模式建设丰兴隆桥头公园

串珠成链为市民打造“绿乐园”

本报金江7月4日电（记者李佳
飞 通讯员李传杰）记者今天从澄迈县
纪委获悉，日前，中兴镇、大丰镇镇委
书记、镇长、纪委书记、纪委专职副书
记等23人在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
中履责不力被集体约谈。

约谈会首先通报了中兴镇、大丰镇
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中兴镇好保村委会好保墟村民
小组长王明玉（非中共党员）在该村5月
份村民代表选举工作中，存在更改选举
得票数的涉嫌违反换届纪律行为。中兴
镇党委政府未及时将有关违反换届纪律
情况上报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和县民政
局，未采取措施进行有效处置，导致该村
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出现被动局面。

二是在大丰镇村级组织换届选举
工作中，大丰镇美玉社区居委会群典村
在6月7日居民代表选举登记选票过程
中，由于组织工作不细致，造成该次选
举无效并重新进行选举；大丰镇荣友社
区居委会孝友居民小组在6月13日居
民代表投票选举过程中，由于把关不
严，致使非户代表代投选票，造成该次
选举无效并重新进行选举；大丰镇荣友
社区在6月15日居民代表投票选举过
程中，一名居民从工作人员手中抢夺选
票，致使选票损坏，并有打工作人员耳
光破坏干扰换届选举秩序的行为。上
述情况发生后，大丰镇党委政府没有认
真落实“每日一报”工作机制，直至6月
17日才将相关情况上报县纪委。

综上，大丰镇党委政府在本次村级
组织换届选举工作中，组织工作不扎实，
履行职责不到位，导致多个居民小组在
居民代表选举过程中出现选举无效结
果和发生破坏干扰换届选举秩序行为。

约谈会上，澄迈县委常委、县纪委书
记王海坚要求相关责任人要切实履行好

“两个责任”，落实好省委、澄迈县委关于
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的决策部署等。

换届选举工作履责不力

澄迈23干部
被集体约谈

换届风气监督

7月 4日，在海口市海
秀快速路南大桥段，部分路
段已经安装了隔音板，以减
弱城市噪音污染，减少汽车
噪音对道路两边居民的困
扰。随着海秀快速路通车的
时间临近，各种相关的配套
也在逐步地完善。

本报记者 陈元才
实习生 陈若龙 摄

安装隔音板
减少城市噪音

◀上接A01版
《意见》还参照巡视的工作方式和程序，要

求市县党委巡察工作要结合实际，采取常规巡
察和专项巡察相结合、以专项巡察为主的方
式，突出巡察的重点对象、重点内容、重点问
题。对一个单位的常规巡察时间一般掌握在
一个月以内，专项巡察时间灵活掌握。在一届
任期内，市县党委对所辖地方、部门、企事业单
位党组织至少巡察一次。

省委巡视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意见》体现
了中央和省委的要求，突出政治巡察，以巡倒
逼，逐级传导压力，对于强化市县党委的责任
担当，打通巡视监督的“最后一公里”，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的各项举措在基层落细落实，真正
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市县党委巡察制度

◀上接A01版
对令计划辩护人提出的符合事实、于法有据的
辩护意见，法庭予以采纳。

庭审中，法庭传唤证人楼忠福、崔晓玉等出
庭作证，当庭指证请托令计划为其谋取利益提供
帮助，并向令计划或其妻谷丽萍行贿的事实，公
诉人、辩护人就有关事实和细节对证人进行了询
问；公诉机关播放证人谷丽萍、潘逸阳等人的作
证录像，并通过多媒体系统，对指控令计划的每
一起犯罪事实，一一展示相关证人证言、书证、物
证照片、鉴定意见等证据，以及令计划本人的供
述，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实令计划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承诺为楼忠福及其子谋取利益，单独
或与谷丽萍共同索取、收受楼忠福给予的财物共
计折合人民币1465万余元；为崔晓玉谋取利益，
明知并认可谷丽萍收受崔晓玉给予的财物共计
价值人民币1438万元；为潘逸阳谋取利益，单独
收受、明知并认可谷丽萍收受潘逸阳给予的财物
共计价值人民币761万余元；为魏新所在单位谋
取利益，对其子令谷向魏新等人索取财物事后知
情未予退还，收受、索取魏新等人给予的财物共
计价值人民币643万余元；为李春城谋取利益，
明知并认可谷丽萍收受李春城给予的欧元折合
人民币89万余元；为白恩培谋取利益，收受白恩
培给予的财物价值人民币60万元；以及为霍克
等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单独或与谷丽萍共同
收受霍克等人给予的财物。以上受贿财物共计
折合人民币7708.5383万元。公诉机关宣读、出
示了证人霍克等人的证言、保密管理规定、密级
鉴定意见等证据，以及令计划本人的供述，证实
令计划在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第十二届全国
政协副主席期间，通过时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
局长霍克等人，非法获取大量国家秘密材料，严
重破坏了国家保密制度。公诉机关宣读、出示
了相关证人证言、人事档案资料、户口迁移证、
房屋买卖协议等证据，以及令计划本人的供述，
证实令计划滥用职权，为特定关系人陈×、
张××及其亲属在调动工作、购买房屋、晋升职
务、迁移户口等事项上提供帮助，致使公共财
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并造成特别
恶劣的社会影响。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犯罪
事实，令计划当庭表示全部接受，没有意见。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令
计划受贿数额特别巨大；非法获取大量国家秘
密，犯罪情节严重；滥用职权，造成特别恶劣的
社会影响，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但鉴于其案发
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有认罪悔罪表现等
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根
据令计划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
危害程度，法庭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据了解，令计划在庭审最后陈述时说，我接
受全部指控，服从判决，今天的庭审对我来说刻
骨铭心，在审判长依法公正的主持下，整个庭审
庄重、严谨、理性、文明，体现了依法庭审和人文
关怀的有机结合，我真诚感谢法院，感谢检察
院，感谢两位律师。

2016年5月13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
分院将令计划案起诉至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据介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指定管辖决定书受理该案
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向令计划送达了起诉书副
本，同时告知其相关诉讼权利和义务。令计划
委托的两位律师多次会见令计划，查阅了全案
卷宗。开庭前，法庭召集由公诉人、被告人、辩
护人参加的庭前会议，就管辖、回避、庭审方式、
是否申请非法证据排除、是否申请证人出庭等
与审判有关的问题听取了控辩双方的意见，组
织控辩双方进行了庭前证据展示。案件处理过
程中，司法机关充分保障了令计划及其辩护人
依法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

令计划一审
被判处无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