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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党员转正时间

海口一公司
党支部书记被处分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 （记者张谯星 通
讯员陈静）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海
口市琼山区纪委日前对拖延党员转正时间
的海口琼铁公司党支部书记林方溪给予党
纪处分。

据了解，林方溪担任海口琼铁公司党支部
书记期间，不正确履行职责，未能依照《中国共
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的规定发展党员，对本
党支部预备党员李某预备期满后，仅召开党支
部委员会议就同意将李某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且在上级党委多次告知转正程序不符合规定
后，仍未及时召开党支部大会讨论，致使李某的
党员预备期拖延两年之久，造成不良影响。根
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海口
市琼山区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林方溪党
内警告处分。

■ 本报记者 李磊 通讯员 钟一鸣

“刚来琼中的时候，面对下跌的橡
胶价格，我就一直在思考，橡胶林下还
能种点什么？”站在一望无际的橡胶林
边，程汉说。去年12月，程汉作为中
央组织部、团中央第16批来琼博士服
务团的一员，前往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挂职担任副县长。在这里，他以一
名科技参谋的角色，帮琼中胶农在林

地缝隙间寻找到了“真金白银”。
在琼中任职之初，程汉就对琼中

农业经济有了一个初步了解：一直以
来，琼中的传统种植支柱产业是橡
胶。近年来，随着天然橡胶价格持续
下滑，胶农收入开始大幅度下降。

面对卖不出好价格的橡胶，胶农
又爱又恨，曾经给他们带来巨大经济
收益的橡胶林，如今成了一个食之无
味、弃之又可惜的“鸡肋”。

为了摸清胶农的实际经济情况，
程汉一头扎进村里逐个了解。经过春
节前的一番调查，程汉了解到，琼中农

民历来有养殖山羊的传统，尤其是最
近几年，琼中大力发展养羊业，有的村
庄已经是山羊遍地。

橡胶、山羊，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
相及的产业，如何能通过一个桥梁联
系起来，在橡胶林的缝隙中再次找到
新的经济增长点，让胶农们对已经成
材的橡胶树重新燃起希望，成了程汉
在琼中挂职时思考最多的问题。

找到了这些结合点，还必须要有
专家的技术支持。在前往琼中挂职
之前，程汉的工作单位是中国热带农
业科学院（热科院），于是程汉想起了

利用之前热科院与琼中签署的科技
合作框架协议，推动双方新一轮联系
与合作。

今年春节后，程汉组织热科院橡
胶研究所专家到琼中农业局、农技中
心等部门进行了深入调研，了解琼中
对热带农业科技在品种、栽培技术等
方面的实际需求，为该县提供农业科
技信息服务。

在与热科院专家的交流过程中，
程汉得知，热科院橡胶研究所开发出
一种新型速生高产品种牧草，于是推
广林下种植牧草、发展种养一体化的

想法在程汉心中诞生了。
今年春节后，在程汉的推动下，琼

中从热科院引进王草、柱花草等适合
在林下种植的牧草品种，进行示范种
植，并邀请专家在养殖技术、病害防治
等方面进行实地指导。

通过程汉的努力，最初试种的牧
草长势良好，牧草的高产量也能够保
障养羊饲料来源。如今，这些牧草正
在琼中全县推广，程汉也通过巩固桥
梁纽带，将山羊与橡胶林两个看似无
关的产业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本报营根8月29日电）

在琼中推广橡胶林下种植牧草，发展种养一体化

程汉：橡胶林下刨出“真金白银”

本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王
儒梅 胡青）根据省委巡视工作领导
小组部署，8月27日，省委巡视二组
向省卫计委党组反馈了巡视情况。

省委巡视二组组长林捷代表巡视
组反馈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卫计
委党组贯彻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积
极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巡视中，巡视组发现和干部群众反映
了一些问题：一是党组领导核心作用
发挥不够，贯彻卫生计生政策不力，基
本公共卫生项目发展滞后，专科医院
建设存在空白，重点医院项目建设推
进缓慢，“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依

然突出。二是重业务、轻党建，往往以
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传达文件，民主
生活会相互批评少，有的搞“一团和
气”，有的闹不团结；有的医务人员收
受商业贿赂，医疗态度没有明显改善，
党风政风行风满意度测评逐年下滑。
三是“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治本缺
失，资金使用把关不严，有的大额资金
支出违规，药品和医疗器械采购“明招
暗定”等腐败问题易发多发，有的土地
合作开发未经审批；委党组纪检监察
力量薄弱，多个直属单位缺乏相应机
构，有的问题没有及时处理，被查处后
才被动应付；机关干部作风漂浮，群众

反映“事难办”，对行业监管不得力，打
击“黑救护车”和“买卖血液”有盲区，
医疗事故时有发生；有的干部违规“变
通”出国（境），多个直属单位违规办企
业设隐形小金库，存在公款买月饼、违
规套取公款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的问题。四是选人用人不守规矩，未
经批准擅自设置内设处室并任免干
部，大量聘用编外人员，有的领导干部
在社团兼职取酬，有的协会违规接受
企业赞助。巡视发现的问题线索和不
良反映，已按规定转省纪委、省委组织
部和有关方面处理。

巡视组提出了四点意见建议。一

要强化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充分发挥
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决贯彻执行国家
卫生计生政策，加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
建设，下大力气解决“看病难”“看病贵”
问题。二要切实强化党的建设，抓住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契机，严格党内政
治生活，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党支
部战斗堡垒作用，改进医德医风，使医
务人员心中重燃“白求恩精神”、重树白
衣天使的良好形象，扭转党风政风行风
测评下滑趋势。三要切实履行管党治
党政治责任，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
行业，加强内部监督，严防廉政风险，严
惩顶风违纪，深化标本兼治。四要选好

用好干部，规范领导干部在社团组织兼
职任职行为，严格编制管理，认真清理
聘用编外人员。

省卫计委党组书记隋枝叶表示，
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
府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巡视反馈意
见和整改要求上来，立即着手研究成立
整改领导小组，以求真务实的态度、“马
上就办”的作风、“敢啃硬骨头”的精神、
锲而不舍的韧劲，一项一项梳理，一条
一条整改，持续发挥巡视利剑标本兼治
的强大威力，大力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全面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为推
进健康海南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邓
惠文 王强斐）根据省委巡视工作领
导小组部署，8月26日，省委巡视三
组向省民政厅党组反馈了巡视情况。

省委巡视三组组长王鸿建代表
巡视组反馈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省民政厅党组领导班子在贯彻中央
和省委决策部署，履行全面从严治
党政治责任，落实党的惠民政策，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等方
面作了积极努力，取得了明显成
效。巡视中，巡视组发现和干部群

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一是厅
党组领导核心作用弱化，作风建设
存在庸懒散和不严不实问题；贯彻
党的惠民政策不到位，对低保政策
实施中较为突出的错保、漏保、骗保
等问题的监管措施不力；对民政专
项资金监管缺位，影响群众对党的
惠民政策的获得感。二是担当意识
淡薄，对机关处室及下属单位的监
管责任不到位。三是社会组织领域
党的组织不健全，落实党建责任措
施不力。四是党管干部的职责履行

不到位，存在违规任用干部和招聘
人员、“近亲繁殖”等问题。五是履
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不够，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措施不够得力。六是监
督责任落实不到位，项目管理存在
违规问题。七是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不严，顶风违纪问题时有发
生。巡视发现的问题线索和不良反
映，已按规定转有关部门处理。

巡视组提了五点意见：一要强化
政治担当，狠抓作风建设，切实将责
任扛在肩上。加强对各市县落实惠

民政策情况的指导督查，推动党的惠
民政策在农村基层不折不扣地贯彻
执行。二要强化管党治党责任，驰而
不息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健全廉
政风险防控机制，正确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将纪律和规矩挺在前
面。三要加强对项目建设的监管，加
大对下属单位项目建设的监督检查
力度。四要加强人事管理和基层党
组织建设，严格规范干部人事工作，
增强党在社会组织领域的领导作
用。五要敢于直面自身问题，持续抓

好后续整改，不断巩固巡视成果。
省民政厅党组书记苗延红表

示，一是深化认识，切实抓好巡视反
馈意见的整改落实。二是建章立
制，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三是精准发力，以零容忍态度惩治
腐败。四是把握契机，推动民政事
业科学发展。要发扬“马上就办”的
精神，全面推动各项任务完成，特别
是为民办实事项目和省委、省政府
重点工作任务，确保民政工作上水
平，让人民群众得实惠。

省委巡视二组向省卫计委党组反馈巡视情况

省委巡视三组向省民政厅党组反馈巡视情况

博士服务团风采录

本报海口 8月 29日讯（记者罗
霞）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今年的一项抽检情况显示，由海南
立昇净水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一款净水器（型号为 LH3—8Ad 型
净水超滤机）出现指标异常。对此，
近日，由海南省卫生监督总队送检
的该款立升净水器，经海南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检测显示各项指标合

格，不存在上海市消保委提示的相
关消费风险。

据了解，上海市消保委今年年初
作了一次“2015 年第 4季度净水器
比较试验”，立升有一款小型家用净
水器被抽检，其中在“总体性能试
验”中各项指标正常，但在“浸泡试
验”中，有指标出现异常，铅、镉、汞
三项重金属超过增量限值。事后，

立升从产品零部件、整机生产、出厂
管控、运输等各环节查找原因，并对
市场在售同型号产品委托第三方抽
检，均显示合格。同时，立升对同批
次产品开展自查自检，未发现问题。

此次海南省疾控中心检测报告显
示，被检立升净水器色、浑浊度、肉眼
可见物、砷、铅、镉、汞等指标均符合
《生活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

能评价规范——一般水质处理器》
（2001）的要求。

海南立昇净水科技实业有限公
司有关负责人表示，立升超滤机的
部件由超滤膜滤芯（ABS壳体和含
有甘油保护剂的超滤膜）、不锈钢外
壳、硅胶密封圈、ABS端盖四部分构
成。这些原材料不存在含有重金属
物质的可能，在生产过程中有严格

的质量管控，且有相关检验报告。
该产品销售8年来经历过多次抽检
未有此类异常（检测机构包括中国
疾控中心、上海市疾控中心等权威
机构）。

另据了解，立升近日参加国家质
检总局净水产品质量承诺企业成果
展，并成为全国净水产品质量承诺首
批试点单位。

海南省疾控中心检测报告显示：

立升相关净水器产品各项指标合格

首批“6年免检”车辆
9月起不能免检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 （记者良子 特约
记者周平虎）2014 年 9 月 1 日，海南省实行
私家车 6年免检新政。如今，首批享受 6年
免检的部分车辆，将在今年9月 1日起不再
属于免检车辆，年检需要把车辆送上检测线
检测。

2014 年 9月 1日，国家实施 6年内非营
运轿车免检政策。根据政策，免检政策适用
车型包括：非营运轿车（含大型轿车）、非营
运小型和微型载客汽车，其中面包车、7 座
及 7 座以上车辆不属于免检车型。但是，
属于免检范围的车辆，发生过造成人员伤
亡的交通事故的，6年内仍按原规定每两年
检测1次。

当时，针对免检车辆范围，有明确的规
定，2010年9月1日（含）至2012年8月31日
（含）之间注册登记的车辆，在今年9月1日之
前的年检，都可以享受免检政策，但今年9月
1日起就不再属于免检车辆，车辆年检需要上
线检测。

省交警总队提醒，6年内新车免检，并不
是6年检一次，而是依然每两年检一次，车辆
不用上检测线，领取年检合格标志即可。但
是，不在免检范围内的车辆，年检时，车辆必须
上线检测。

海口市军粮供应管理站
原主任吴清新
被提起公诉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记者丁平 通讯员
胡坤坤）今天上午，海口中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海口市军粮供应管理站原主任吴清新受
贿、贪污、滥用职权案。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吴清新作为国有
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29万元，应当
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吴清新利用职务
便利，侵吞公款5万元，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吴清新作为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
公务的国有公司的负责人，滥用职权，致使公
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以
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刑法规定，
应数罪并罚。

法庭将择日宣判。

45种家庭过期药品
可免费更换
海口15家药店接受回收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以“激情奥运·健
康中国”为主题的广药白云山家庭过期药品
回收公益活动暨“传承奥运精神·为中国健儿
加油”系列活动，近日在海口举行。据了解，
乌鸡白凤丸、小柴胡颗粒、脑络通胶囊、麝香
跌打风湿膏、追风透骨丸等45种产品，均可
到海口15家指定的回收药店免费更换有效
期内等量药品。

今年全国共200多个城市参与这次活动，
其中，海口市内共有15家药店参与换药活动。
活动期内广药集团生产和非广药集团生产的药
品均可免费回收。据悉，该家庭过期药品回收
活动已连续举办了12年，回收过期药品1200
多吨。

据海口市食品药品执法支队相关负责人
介绍，企业回收过期药品，首先要取得药品监
管部门的许可。其次，定点回收药店必须如
实登记回收药品名称、规格、批号、数量等，并
建立两份真实完整的药品回收记录，一份留
药店存档备查，一份报海口市食品药品监管
局。三是回收药品之后，要在药品监管部门
的监督下登记封存，要到海口市生态环保局
指定的焚烧点进行无害化焚烧，整个过程必
须在海口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监督下统一进行
销毁。

8月28日，在屯昌县木色湖，因近期降雨量增多，水库里水位明显上升，宽阔的湖面碧波荡漾。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余军军 邓积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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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木色湖碧波荡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