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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
况予以公示。

肖百成，男，1958年11月出生，湖南
湘潭人，汉族，大专学历，1975年4月参
加工作，197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海军某舰队航空兵司令部军训处副
处长（副团职）、办公室主任（正团职）；海
军航空兵某团政治委员；海南省委办公
厅督查室助理调研员、调研员，保卫处处
长。现任海南省委办公厅副巡视员，拟
任海南省委督查室主任（副厅级，试用期
一年）。

吴 斌，男，1972年2月出生，海南海
口人，汉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公共
管理硕士学位，高级编辑，1994年7月参
加工作，200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海南日报社总编室首席编辑（副处
级），编辑中心首席编辑（正处级），编委、
政文新闻部主任，编委、总编室（编辑中
心）主任；海南日报社（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党委委员、总编室（编辑中心）主任。
现任海南日报社（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副
总编辑、党委委员，拟任海南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

林绍炜，男，1973年1月出生，海南
海口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公共管
理硕士学位，主任编辑，1995年7月参加
工作，2004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海南日报社总编室首席编辑（副处
级）、总编室（编辑中心）首席编辑（正处
级）、副主任（正处级），海南日报社编委、
专刊副刊部主任。现任海南日报社编
委、总编室（编辑中心）主任，拟任海南日
报社（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试
用期一年）、党委委员。

陈 莹，女，1963年6月出生，湖南湘
潭人，汉族，大学学历，文学学士学位，
1987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11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文化广电出
版体育厅图书音像版权处副处长、处长，
政策法规处处长，社会文化处（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处）处长，图书音像处（版权
处）处长；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挂职锻炼）。现任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
体育厅行政审批办公室主任、政策法规
处处长（兼），拟任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
体育厅副厅长（试用期一年）、党组成员。

汪葛平，男，1962年7月出生，江苏
江宁人，汉族，大学学历，经济学学士学
位，讲师，1983年7月参加工作，1997年
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洋浦

经济开发区国家（地方）税务局副局长、
党组副书记；洋浦经济开发区地方税务
局副局长、调研员；万宁市地方税务局局
长（正处级）、党组书记；省地方税务局办
公室调研员、征收管理处调研员、信息中
心主任、耕契税处处长、所得税处处长。
现任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总会计师、党组
成员，拟任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副局长。

陈 洁，女，1973年7月出生，广东潮
州人，汉族，大学学历，公共管理硕士学
位，会计师，1994年7月参加工作，2001
年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
地方税务局地方税处副处长、办公室副
主任，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地方税务
局局长、党组书记，省地方税务局房地
产税收管理处处长。现任海南省地方
税务局收入规划核算处处长，拟任海南
省地方税务局总会计师（试用期一年）、
党组成员。

符 革，男，1969年 6月出生，海南
文昌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
硕士学位，1991年7月参加工作，1993
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

海口市纪委（监察局）第四派驻纪检监
察组组长、党风廉政建设室主任，美兰
区委常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龙华区委
副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现任海南省
海口市龙华区委书记，拟任海南省洋浦
经济开发区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试
用期一年）。

杜明娥，女，1964年6月出生，辽宁
丹东人，汉族，研究生学历，哲学博士学
位，教授，1990年7月参加工作，1987年
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通化师范学
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通化市社科联副
主席（兼），海南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副
部长、科研设备处副处长，海南师范大学
办公室主任。现任海南师范大学副校
长、党委委员，拟任海南大学党委常委、
副书记（试用期一年）、纪委书记。

刁晓平，女，1963年8月出生，重庆
人，汉族，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学位，教
授，1987年8月参加工作，1984年2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大学教务
处副处长、研究生处处长、研究生工作
部部长、团委书记、重点项目办公室

（“211工程”大学建设办公室）主任。现
任海南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拟任海
南师范大学党委委员、副书记（试用期
一年）、纪委书记。

刘湘洪，女，1966年4月出生，湖南
长沙人，汉族，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
学位，研究员，1991 年 7月参加工作，
198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
团委书记（副处级），华南热带农业大学
文法学部党总支部书记（正处级）、文法
学院党总支部书记（正处级），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党委宣
传部部长，华南热带农业大学、海南大
学党委联合办公室副主任，定安县委常
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挂职锻炼）。现
任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拟任海南
热带海洋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党
委委员。

符成彦，男，1971年10月出生，海南
东方人，汉族，大学学历，法学硕士学位，
副教授，1994年7月参加工作，1994年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大学团委

书记，华南热带农业大学、海南大学团委
工作联合办公室主任，海南大学人文传
播学院党委书记，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
政府副县长（挂职锻炼），海南大学学生
工作处处长、学生工作部部长、党委研究
生工作部部长。现任海南大学学生工作
处处长、学生工作部部长，拟任海南广播
电视大学副校长（试用期一年）、党委委
员、纪委书记。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拟任人选思
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问题可以通过
来信、来电、来访、网上举报等方式进
行。举报人应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提
倡实名举报。我们将严格遵守党的纪
律，履行保密义务。

公示期限：2016年12月19日至23
日，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98）12380，65378954
（传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

69号海南广场1号楼308室省委组织部
干部监督处（邮编：570203）。

举 报 网 址 ：http：//12380.hainan.
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16年12月18日

公 告

一版纵深·关注中国生态文明论坛海口年会

本报海口12 月 18 日讯 （记者
周晓梦 叶媛媛）今天上午，在中国
生态文明论坛海口年会闭幕仪式
上，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发
布了《中国省域生态文明状况评价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
2010年以来中国生态文明状况企稳
向好，进入持续提升的新阶段。其
中，海南在生态环境领域等统计指
标上排名靠前。

此次发布的省域生态文明状况评
价报告，以政府主管部门公开发布的
权威数据为依据，以2010年为基准
年、2015年为目标年，对2014年全国
31个省（区、市）的生态文明状况进行
评价。评价报告从生态空间、生态经
济、生态环境、生态生活、生态文化、生
态制度等6个领域，多项指标上对各

省（区、市）生态文明状况进行了分析
评价。

综合指数评价显示，浙江、重庆、
福建、江苏、广西、北京、天津、云南、辽
宁、广东排名前10位。其中，在生态
环境领域，得分居前十的是西藏、海
南、江西等省（区、市）；在生态生活领
域，海南的进步率亦排名靠前，进步率

达到了10%以上。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朱广庆表示，报告通过定
量评价，科学分析，客观评定，反映全
国和各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平与进
程，为各地创新生态文明制度和全社
会形成共同关注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的良好氛围提供科学支持。

《中国省域生态文明状况评价报告》发布

海南生态环境及生活指标排名靠前 本报海口 12月 18日讯 （记者王黎刚）
2016年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广场健身操大赛总
决赛昨晚在海口万绿园落幕。万宁快乐健身
队获特等奖，保亭新政月月健身队和屯昌文体
局队获一等奖，保亭快乐健身队、乐东江南社
区欢乐队和陵水广场和谐民族健身舞队获二
等奖。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俊观看总决赛并
为获奖队伍颁奖。

本届大赛以“建设美丽乡村”为出发点，鼓
励海南各市县群众参加体育健身运动，丰富农
村地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倡导文明、健康的
现代生活方式。大赛吸引了18个市县的69支
代表队参加，分为东、西、南、北、中5个分赛
区。分区赛胜出的25支队伍进行排位赛，决出
了保亭新政月月健身队、万宁快乐健身队、保亭
快乐健身队、陵水广场和谐民族健身舞队、屯昌
文体局队、乐东江南社区欢乐队6支队伍参加
总决赛。

在省委宣传部的倡导下，由海南省精神文
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海南省文化广电出
版体育厅和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海南省
文明生态村广场健身操（舞）大赛”自启动以来，
已成功举办两届，竞赛规则不断完善，参赛人数
不断增多，规模日趋扩大，取得了良好的全民健
身效果及广泛的社会反响。

省文明生态村广场健身操
大赛总决赛落幕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记者单憬岗）昨
天，在北京举行的2016第十一届中国全面小康
论坛上，海口因在社会治理及公共服务、精准扶
贫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荣获“2016年中国
全面小康特别贡献城市”称号，中国扶贫开发协
会对海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在全国
所起到的引领示范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

“获得这一奖项给予海口极大的支持和鼓
励，进一步坚定了海口率先在海南实现全面小
康的决心和信心。”代表海口市委、市政府领奖
的副市长、美兰区委书记龙卫东表示，海口市将
以此次荣誉为契机，在新的一年深入践行五大
发展理念，推动建设海口市“十三五”全面小康，
在全省扛起省会城市应有担当。

2016第十一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由中国
扶贫开发协会等单位主办，以“五大发展理念与
全面小康”为主题，汇聚国家及部委领导、专家
学者、地方实践者、企业领袖、战略咨询专家和
媒体精英实践经验与精彩观点。

海口获评“全面
小康特别贡献城市”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喊我，在海峡这边；喊我，在海
峡那边；喊，在江南，在江南……”一
声声动情吟诵牵出诗人的两岸情
深。今天下午，2016两岸诗会暨桂
冠诗人颁奖典礼在台湾高雄佛光山
举行。台湾著名诗人洛夫、雨弦，大
陆诗人雷平阳、雁西获“桂冠诗人”荣
誉称号，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获

“桂冠诗人特别奖”。台湾海峡交流
基金会前董事长、海贸会理事长、三
三会会长江丙坤为获奖诗人颁奖。

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到“受
命不迁，生南国兮”；从“为什么我的
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
得深沉”，到“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
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
名”……典礼现场，30余位两岸诗人
和来自台湾的千余名观众一起聆听
艺术家朗诵传承千年的中华诗歌佳
句，感受穿越海峡而来的两岸诗会的
魅力。

省台办主任刘耿介绍，两岸诗会
到今年已举办了六届，这是第一次走
进台湾。

“两岸诗会突破地域限制来到台
湾，诗人友人畅聊诗歌，自此‘两岸诗
会’便真正名副其实了。”洛夫说，在
他眼中，诗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
粹，能让人活得诗意且充满力量。

远嫁台湾的海南人林金美和其
他50余名在台的海南乡亲来了。看
完这场由家乡人带来的至情至深的
朗诵表演后，她哭了，“家乡人带来
的诗歌朗诵，超越了演出本身，乡情
浓浓。”

台湾高雄溪埔小学原校长张丽
兰带着学生们来了。“诗歌能成为孩

子们心中的烙印，滋养他们的心灵，
培养他们的品格。”张丽兰认为两岸
诗会能到台湾来举办，给无数台湾学
生一个近距离接触诗歌的机会，让人
感动。

当天上午，30余位诗人还参加了
两岸诗会高端论坛，围绕“新诗百年
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创作和传播”这一
主题各抒己见，气氛热烈。

活动由省台办、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台湾人间文教基金会、台湾文学
艺术交流协会等单位共同主办。

（本报高雄12月18日电）

2016两岸诗会在台湾高雄举行

诗如醇酒醉两岸 韵成乡愁漫海峡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记者金
昌波 实习生邓洁仪）12月19日至12
月23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教育部
联合举办的“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活
动将走进海南，分别在海口、陵水、三
亚等地进行宣讲。

活动将于 12 月 19 日、21 日和
23日分别在海口市第四中学，陵水
黎族自治县县委礼堂、民族中学和
三亚市技师学院等地展开，届时巡
讲团将举办《莫让网事不堪回首》
《远离校园暴力拥有美好未来》等专
题宣讲，还将与当地部分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人员、“未检工作”人员、学生、
家长和教师座谈。

“法治进校园”
全国巡讲走进海南

本报椰林12月18日电（记者苏庆明 通
讯员陈思国）为加大“双创”（创建国家卫生县
城、创建海南省文明城市）工作力度，12月17
日起，陵水黎族自治县启动公安、城管、交管等
多部门联合执法，严抓落实，确保成效。

12月17日上午，陵水县城管局对近期城
区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进行部署，将重点抓
好城市亮化、美化工作，加强对“门前三包”的
监察，成立卫生监督小组，不间断巡查路面卫
生情况。

当天下午，陵水决定成立县城区域停车乱
象专项整治工作组，由县交管大队、县交通局、
县城管局安排队员组成，每日三班倒，并将研究
制定专项整治方案。当晚，行动共查处机动车
乱停乱放违法行为147起，拖移乱停摩托车
133台，查扣车辆238辆。据悉，整治行动将持
续一个月，并将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8日，陵水县城管局还组织执法人员对城
区悬挂横额和破损广告招牌进行拆除清理。

陵水多部门联合执法
整治城区综合环境

◀上接A01版
接热线时认真做记录，逐条请专家解
答。与他同一批来的同事，有不少离
开报社，而他一直坚守岗位。

这种工作强度下的付出，得到的
成果就是，大韩成了南国都市报全社
编辑中差错率最少的一位。

时光流淌无言。在生病之前，大
韩连续十多年没有公休过。不知从什

么时候开始，他的那张圆脸蛋开始逐
日消瘦起来，身体也大不如从前，近两
年病情加重，往往走上短短十几米，都
得满头大汗。

南国都市报副总编辑冯春山记
得，2014年“威马逊”台风在海南登陆
的那一天，考虑到大韩的身体情况，当
天特意交代他不用来上班，可他倔得
很，硬是要来。“风太大，他身体又不

好，在路上摔得头破血流的，看了让人
心疼，可他依然赶到了报社。”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
《南国都市报》总编辑吴斌动容地说，
16年来与南国都市报风雨同行，始
终坚守新闻一线，事实上，当年一起
到单位工作的同事，有很多人已经离
开岗位，也获取了更好的生活条件，
而韩春雷的这种“守”，唯是一腔对报
业的爱与忠诚。

一位固守着清贫的人
为了方便上夜班，租住在只

有几平方米的楼梯间

“你走的时候一定不舍、不甘、不
愿。大家去看你的时候，你的眼睛和嘴
巴微微张着。你定是牵挂年老的父亲，
定是不甘有很多话没来得及留下。”

……
这些揪心的话语来自于南国都市

报微信群，同事们的手机里还留存有与
他的对话。就在15日下午4点多钟，听
说他病危，急救费用需要一万多元，还
需要大量输血的消息时，同事们立刻
行动起来，不到3个小时捐款3.2万多
元，又有多名同事赶往指定地点献血。

“他一直是这样，从不愿意因为私
事麻烦别人，总是担心自己拖累集体，
之前他7次住院，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刻意不告诉大家，担心人家来医院看
望他耽误时间。”与他相处十多年的
同事们说，韩春雷为治病花掉了很多
钱，手头不宽裕，可平时在报纸上看
到弱势群体向社会求助的报道，总是
默默去为那些素不相识的人捐款。

而当大家要为他捐款时，他却没有接
受，他不想因自己而给同事、单位增加
任何负担。

或许，这就是韩春雷长久以来的
性情。

十几年前，为了方便到报社上夜
班，大韩曾住过油漆味很浓的印刷
厂。当时金盘一带房子不好找，他就
租住在只有几平方米的楼梯间，连电
风扇都没有。“上海的一位朋友来海南
看他，见他住得这么寒酸简陋，难过得
哭了起来。可他却乐呵呵地开玩笑
说，自己这间屋里还有电器呢，灯泡！”
同事温锦清说，大韩生活太朴素了，刚
到单位报到时，单位给他发了一张凉
席，他一直用了五六年。他最喜欢穿
的是蓝白色的无袖篮球服，他身上的
衣服，一穿就是十来年。

韩春雷之前在银行工作过，对财
经业务非常熟悉，但他却没有将精力
放在股票、基金这些投资上，而是一心
想把本职工作做好，甘愿为此而清贫
度日。“他说自己喜欢这份工作。上大
学时他最向往的工作有两个，一是当
警察，二是办报纸。”妻子吴瞧说。

“从未发现他利用职务之便为自
己谋求过利益，可能有人会说他傻，可
我们看到的是，他所追求和坚守的职
业操守。”南国都市报新闻中心副主任
刘艳说。

一位体贴爱护着别人的人
他是同事们的“贴心大哥”和

妻子的“知心爱人”

同事温锦清经常听到韩春雷唱谭

咏麟的《爱在深秋》，这一次，他真的把
爱留下了。

“从过去的车稀人少到现在的车
水马龙，金盘的黄昏，我们在街边吃过
无数次晚饭。很多次，在我们点菜期
间，他会低着头、咧着嘴孩子一样笑
着，手里拎着几罐啤酒从外头走进
来。席间说股票，谈大学，还有他放不
下的过去……”同事们说，生活中的很
多细节上都可以感受到大韩的细心和
体贴，比如，每次和大韩吃饭，他一定
会点朋友们最喜欢吃的菜。

吴瞧至今不愿相信丈夫已永远
离开了自己，“15 日早上去医院之
前，他像以前无数次出门之前那样
对我说，把门锁好，把车子放好。”4
年前刚刚结婚，两人相处的时光，成
了吴瞧最甜蜜的回忆。“他比我大，
一直像个哥哥一样照顾我，不上班
的时候，会想方设法给我做好吃的。
他性格温和，从没见过他冲家人发
过火。”

吴瞧说，韩春雷是个孝子，母亲太
早去世让他心痛不已，父亲身体也很
差，他很想把父亲接到身边照顾，但老
人也因为生病不能移动。这些年，逢
年过节大韩一定会回广西合浦老家和
父亲在一起。而今大韩离世，至今这
噩耗也没敢告诉老人家。

在百年报业人才如星的队列中，
或许韩春雷太过平凡，但因为他曾经
的闪亮，让我们保持了对生活的热爱、
对善良的坚守、对报业未来不弃的希
望，依旧如同盛放在我们身边的蓝天、
阳光、大海……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

韩春雷生前留影。（资料图片）

天涯寥廓传春雷 南国墨香凝报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