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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县委原常委、
县公安局原局长
黄国清被提起公诉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记者金昌波 丁平）省
检察院今天发布消息，屯昌县委原常委、县公安局
原局长黄国清涉嫌受贿犯罪一案，日前已由海口
市人民检察院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
人黄国清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黄
国清，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海口市
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国清利用担任陵
水黎族自治县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党委书记，
屯昌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的职务便利，为他
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
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万宁残联原理事长
李仕海被开除党籍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记者张谯星）记者
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万宁市纪委日前对该
市残疾人联合会原理事长李仕海严重违纪问题
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李仕海在担任万宁市礼纪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期间收受礼金；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经费报销等方面为他
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依据有关规定，万宁
市纪委、监察局审议，并报市委、市政府批准，决
定给予李仕海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收缴其
违纪所得。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周平虎）记者从省交警总队获悉，8月31日17时
30分许，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组织海口交警
支队开展我省首场“交警执法直播”活动。

据介绍，8月9日起，公安部交管局联合新
浪微博，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全国交警直播月”
活动，直播交警一线执法现场。

关注昵称为“海南省交警总队”的新浪微博
和腾讯微博、关注“海南交警”微信公众号
（hainanjiaojing）、下载“一直播”客户端，搜索
“海南省交警总队”即可进行观看。

本报广东海安8月30日电（记者
良子 通讯员樊磊 陈炜森 王坤）今
天，记者从广东湛江海安港琼粤省际
海安港公安检查站了解到，8月 26
日，海南警方驻琼粤省际海安港公安
检查站全体人员共同努力，成功抓获
在海南省文昌市作案后，驾车搭乘“海
峡1号”船往广东徐闻海安港准备逃
离的4名犯罪嫌疑人。这是海南省公
安厅与广东省公安厅签署《琼粤两省
省际公安检查站联勤查控工作协议》
后查获的又一起案例。

据悉，为进一步筑牢“环琼安保
圈”，推进海岛型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
建设，2016年5月9日下午，海南省公
安厅与广东省公安厅在海口签署《琼
粤两省省际公安检查站联勤查控工作
协议》，在广东省海安港开展两省公安
机关联勤查控工作。

根据协议，自6月20日起，两省公
安机关正式启动琼粤两省海安港省际
公安检查站常态化联勤查控工作，实行

“逢疑必查”“逢嫌必检”。我省派出警
力90人，实行24小时全天候运转，实

现所有入码头、入岛通道全覆盖。
同时，两省公安机关结合各自治

安形势和承担任务，相互配合开展阶
段性专项整治行动，突出卡口外围安
全查控，狠抓查控勤务措施落实，严密
构筑入琼通道外围安全防线，切断违
法犯罪人员和危险、涉案车辆、物品的
出入通道，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8月26日21时30分，琼粤省际
海安港公安检查站接到警情：有一个
犯罪团伙4名犯罪嫌疑人，于8月26
日当日在我省文昌市作案后，驾驶桂

A4B**6红色轿车逃离，现正搭乘“海
峡1号”船往广东徐闻海安港（旧港），
约10时30分前抵达，要求琼方驻海
安港全体民警立即出战，务必截住逃
犯。接指令后，检查站全体民警赶往
目的地展开查缉布控工作，同时，通知
徐闻公安局特警大队增援。约15分
钟后，徐闻警方人员与海南警方人员
会合，两方人员分成4个堵卡点。当
天22时25分左右，参战民警成功控
制桂A4B**6红色小轿车并扣留司机
（韦某、男、广西人）。随后，负责海安

港（旧港）人道查缉任务的民警进行全
面现场排查、严密布控、严格排查，成
功查扣抓获陈某昆等3名抢劫犯罪嫌
疑人。

据统计，自2016年 6月 20日启
动琼粤两省海安港省际公安检查站常
态化联勤查控工作以来，共出动警力
6000余人次，检查车辆116483辆次、
人员73万人次，查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125人（其中在逃人员23名、涉毒人
员102人），破获贩卖毒品案1宗、缴
获毒品669克。

两省公安联勤查控，建设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

琼粤联手筑牢“环琼安保圈”

“交警执法直播”今首播

本报海口 8月 30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为进一步加强高
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预防交通事故，
根据公安部相关通知要求，海南省公
安厅交警总队决定在全省高速公路实

施区间测速。目前，设备已调试完成，
拟在近期设备通过技术检定后实施。
实施区间测速路段共有46处。

据介绍，目前，我省高速公路测速
方式是单点测速，测速范围为设备周边

数百米内，部分驾驶人可以通过“电子
狗”等时刻提醒测速设备的存在，“随
机应变”地加速减速，故意躲避监控，因
此也带来了安全隐患。而实施区间测
速，是通过“两点抓拍”计算平均速度判

定速度。举个例子来说：某高速AB段
的距离全长是10km，该路段限速为
120km/h，当你进入A监控点的时候
是上午10时，到B监控点的时候是10
时05分，那么走完这段路你仅用了5分

钟，平均速度则达到了120km/h，如果
你用4分钟走完这段路，就超速了。

省交警总队负责人提醒，在区间测
速路段内同时会设置单点测速仪，所以
任何瞬间时刻的超速都有可能被抓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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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印发

《关于禁止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工程建

设项目的暂行规定》、《政府投资工程

建设项目报告备案制度》等，明确了

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超预算（建安

合同价）15%以上，或工程施工工期

超过合同的，均应实行报告备案制

度。

为了加强对全县工程建设项目

的监督管理，规范政府投资工程建设

项目秩序，该县纪委将对领导干部违

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项目建设的相

关问题线索进行排查。对于领导干

部插手干预工程项目建设，为自己或

者他人谋取私利的，给予记过或者记

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

处分。

截至目前，全县政府投资工程建

设项目超工期10起、超预算2起。根

据工程建设项目报告备案内容反映

的基本情况，县纪委监察局、县政府

督查室、县发展改革委、县财政局、县

审计局将组成联合督查小组，视情况

对超预算、超工期的工程建设项目进

行抽查。对违规情节轻微的，督促相

关单位立即整改。对以权谋私，“吃

拿卡要拖”“不干事不担事”影响项目

正常推进的，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

任；情节较重的，倒查追究负有主要

领导责任者的责任；情节严重的，县

纪委监察局将按照有关规定启动“一

案双查”，持续释放执纪必严、违纪必

究的强烈信号！

(宫贝 易申 蔡海艳)

琼中向领导干部
违规插手工程项目
“亮剑”近年来，琼中强力推进经济社会发

展，一系列重点项目陆续上马。随着项
目建设的加快推进，有些领导干部看着

“香饽饽”开始动起了“歪心思”，抱着侥
幸心理，利用职务之便，插手工程规划
审批、招投标、建设管理、资金管理使
用、竣工验收和物资采购等，在工程项
目建设上违规操作，损公肥私。

2016年2月，该县纪委对县政府金
融办主任关远大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

赂的问题线索立即展开调查核实。经
查，在建设黎母山镇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中，时任县林业局副局长的关远大插手
编制该电站进场公路使用林地可行性
报告，从中收受他人钱款。经县纪委、
县监察局审议，并报县委、县政府批准，
决定给予关远大撤销党内职务、行政降
级处分；免去其县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主任职务；追缴违纪款上交国库。

随后，为有效杜绝领导干部利用职

务之便插手工程项目、谋取私利等违纪
行为发生，琼中从事前预防、事中控制
入手，围绕工程项目建设的各个环节构
建了严格的规范机制。

源头清则水清，建立事前预防机制是
斩断项目“污染源头”的第一步。出台《关
于严禁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工程项目建设暂
行规定》、建立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廉政责任
制等制度；对违反规定的党员领导干部，先
免职，再立案审查；要求建设项目分管县领

导、建设单位主要领导及相关人员签订廉
政承诺书，公开作出廉政承诺；凡工程项目
超预算15%以上，施工工期超过合同约定
工期15%以上的，一律向县纪委报告备
案。

县纪委还加大事后治理力度，重
点检查各单位“一把手”插手工程建设、
干预项目招投标情况。截至目前，县纪
委共查办涉及插手项目建设案件3件，
处理相关人员3名，正在调查1件。

廉政促勤政，勤政促发展

琼中: 扎紧制度笼子 营造清正环境

今年2月，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纪
委调查发现，县粮
食储备库原主任、
军粮供应站原站长
莫林昌利用职务便
利，套取湾岭库区
粮食应急加工厂生
产电费共计17.4万
元，其违纪问题已
涉嫌犯罪。5月，该
县监察局经审议决
定给予莫林昌开除
公职处分,将其涉嫌
犯罪问题、线索及
所涉款物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

自去年省委巡
视组对琼中进行巡
视以来，琼中县委
迅速行动、立行立
改，在项目建设、资
金管理、涉农惠农、
管党治党等领域找
准结症、剖析根源，
把按时按质完成整
改任务与建立长效
机制有机结合起
来，全方位扎紧制
度笼子，确保巡视
整改长效化、常态
化，以廉政促勤政，
以勤政促发展，着
力推动全县各项工
作高效有序开展。

“火车快不快，全靠车头带”。琼中
县委按照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要
求，通过强化监督、严肃查处、完善制度
等相关措施，以严的标准、严的要求、严
的制度，把好干部选拔任用动议、推荐、
考察、审查、决定等五大关口，匡正选人
用人风气。

今年是换届年，琼中县纪委把换届
风气监督工作作为深入贯彻党要管党、
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政治任务，多措并

举、从严从实抓好换届风气监督，为换届
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纪律保障。在村级
组织换届选举期间，琼中县纪委在初核
湾岭镇大平村党支部副书记王积恺问题
线索时，发现其为该村党支部委员候选人
预备人选，县纪委立即与县委组织部沟
通，并迅速开展调查，及时对王积恺违纪
问题立案审查，取消了王积恺村支部候选
人预备人选资格，取得了工作主动权，防
止了“带病提名”问题的发生。

一碗水要端平，对“现任”干部严，
对“前任”也要严。为做到底子清、底子
明，琼中对2014年度受到撤销党内职
务或者撤职以上处分的领导干部选拔
任用过程开展集中倒查，对“带病提拔”
干部作倒查摸底情况统计，并将受到撤
销党内职务或者撤职以上处分的3名人
员任免审批表、处分决定书等材料，上
报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

把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需要科

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为规范干部
选拔任用各个环节的操作程序，琼中制
定出台了《琼中县干部人事制度体系和
规范性文件目录》，进一步完善《县管干
部任用工作程序》，坚持“凡提必审”、

“凡提必核”、“凡提必听”、“凡提必查”，
无论哪个阶段、哪个环节发现问题的都
要认真核查，不符合选任条件的一律排
除在外，坚决防止用人失察、“带病提
拔”。 (宫贝 易申 蔡海艳)

斩断工程项目“黑手”把制度的笼子扎得再紧一点

深挖扶贫领域“蛀虫”把制度的笼子扎得再密一点

今年以来，琼中吹响决胜小康的号
角，向脱贫攻坚发起总攻，力争摘掉“贫
困”帽。为确保扶贫资金使用廉洁高
效，县纪委聚焦主责、精准发力，以零容
忍的态度对扶贫领域“蛀虫”喷射“杀虫
剂”。

2015 年底，长征镇收到关于反映
该镇农业服务中心畜牧兽医站负责人
王明雄多次向养殖户索要财物的问题
线索。经查，王明雄在2012年至2014
年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多次主动向其
管理的 8 户养殖户索要鹅苗、猪苗及

现金，折合人民币共计 15380 元。雁
过拔毛的“蝇贪”并不少见，百姓对其
深恶痛绝。琼中纪检监察机关对其严
查快办、绝不手软。经长征镇党委会
议讨论，决定给予王明雄开除党籍处
分；县畜牧兽医局解除与王明雄的聘
用关系。

为预防此类案件再次发生，琼中
健全制度、强化监督，从源头上堵塞漏
洞。为规范财政涉农资金的使用范
围、审批流程，明确项目申报、立项、验
收等各环节的操作规程，研究制定了

《琼中县涉农项目资金整合管理办法
（试行）》、《琼中县财政扶贫资金（发
展资金）项目管理实施办法》、《扶贫物
资（种苗）采购流程》等制度，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
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资金
投入新格局。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琼中出台
《琼中县涉农资金使用公示制度》，要求
涉农单位通过公开栏、县政府门户网站
公开涉农资金申报、分配和使用结果。
实行单位“一把手”不直接分管财务制

度，完善财务公开制度，要求各单位财
务支出情况必须经主要领导签字背书，
并依规在县政府网站定期予以公开，
2016年，全县198个预算单位目前均已
在县政府网站公开了经费预算。

同时，琼中强化推行经济责任审计
平台的“1+N”审计模式，加大对管理财
政资金项目部门（单位）“一把手”的经
济责任审计力度。截至目前完成领导
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项目2个，查出违规
资金 5万元，管理不规范资金 2295 万
元。

严防干部“带病”提拔 把制度的笼子扎得再牢一点

海口绕城段
序号
1
2
3
4

东线高速段
序号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路段名称
S82 7km卡口

G98 610km卡口
G98 597km卡口
G98 587km卡口

路段名称
路段卡口

路段卡口
路段卡口
路段卡口

大茂路段卡口

路段卡口
路段卡口
陵水路段卡口
路段卡口

区间测速对应段落
S82 7km至G98 610km
G98 610km至S82 7km
597km+600m至587km
587km至597km+600m

区间测速对应段落
3km至20km
20km至3km
32km至42km
42km至32km
61km至78km
78km至61km
132km至138km
138km至132km
148km至162km
162km至148km
187km至199km
199km至187km

间隔距离
9km
9km
10km
10km

间隔距离

17km

10km

17km

6km

14km

12km

行车方向
海口—三亚
三亚—海口
海口—三亚
三亚—海口

行车方向
海口—三亚
三亚—海口
海口—三亚
三亚—海口
海口—三亚
三亚—海口
海口—三亚
三亚—海口
海口—三亚
三亚—海口
海口—三亚
三亚—海口

G98环岛高速公路区间测速规划表
17
18

三亚绕城高速段
序号
19
20

西线高速段
序号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土福湾路段卡口
三亚路段卡口

路段名称
三亚绕城路段卡口
三亚绕城路段卡口

路段名称
三亚路段卡口
路段卡口
乐东路段卡口
乐东测速
路段卡口
东方路段卡口
路段卡口
东方测速
路段卡口
昌江路段卡口
路段卡口
白沙路段卡口

215km至235km
235km至215km

区间测速对应段落
247km至257km
257km至247km

区间测速对应段落
268Km至287km
287km至268km
315Km至333km
333km至315km
348Km至362km
362Km至348km
377km至391km
391km至377km
414km至428km
428Km至414km
443km至457km
457Km至443km

20km

间隔距离

10km

间隔距离

19km

15km

14km

14km

14km

12km

海口—三亚
三亚—海口

行车方向
东线—西线
西线—东线

行车方向
三亚至海口
海口至三亚
三亚至海口
海口至三亚
三亚至海口
海口至三亚
三亚至海口
海口至三亚
三亚至海口
海口至三亚
三亚至海口
海口至三亚

33
34
35
36

海文高速段
序号
37
38
39
40

海屯高速段
序号
41
42
43
44
45
46

路段卡口
儋州路段卡口
路段卡口
临高路段卡口

路段名称
海文段起点路段卡口
路段卡口
海文段终点路段卡口
海文段路段卡口

路段名称
海屯高速公路起点卡口
路段卡口
路段卡口
路段卡口
路段卡口
路段卡口

508km至524km
524Km至508km
540km至554km
554Km至540km

区间测速对应段落
0km至13km
13km至0km
31km至49km
49km至31km

区间测速对应段落
1km至14km
14km至1km
32km至45km
45km至32km
56km至69km
69km至56km

16km

14km

间隔距离

13km

17km

间隔距离

14km

13km

13km

三亚至海口
海口至三亚
三亚至海口
海口至三亚

行车方向
海口至文昌
文昌至海口
海口至文昌
文昌至海口

行车方向
海口至屯昌
屯昌至海口
海口至屯昌
屯昌至海口
海口至屯昌
屯昌至海口

我省高速公路将实施区间测速
共设46处测速路段 瞬间超速都可抓拍“电子狗”没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