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山黑豆

在海口市石
山镇的种植历史
已延续千年。

硒元素是火
山黑豆独特的营
养价值招牌。

生长于石山镇，火山灰让当地
的土地变得肥沃和特殊，羊群在这
里自由放养，再喂养于经过牧羊人
精心挑选的火山
羊草。这样生长
起来的雍羊，肉质
不腻不膻，入口滑
爽，香气沁鼻。

石山壅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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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
况予以公示。

田湘利，男，1962年11月出生，江苏
如东人，汉族，在职大学学历，法律硕士、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81
年8月参加工作，1984年6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处
级监察员；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挂职锻炼）、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城郊
人民法院院长、党组副书记，市中级人民
法院院长、党组书记；海南中级人民法院
院长、党组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
书记、副院长（正厅级）。现任海南省委
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拟任中共三沙市
委委员、常委、书记。

阿 东，男，1970年11月出生，辽宁
海城人，回族，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学
位，1997年7月参加工作，1996年5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国家海洋局海域
管理司海岸带海岛管理处处长、海域管
理处处长、助理巡视员，江西省贵溪市委
副书记（挂职锻炼），国家海洋局海域管
理司副司长、东海分局副局长，海洋出版
社党委副书记、书记兼纪委书记、副社
长，国家海洋局政策法制与岛屿权益司
司长（保留部委正司级），海南省三沙市

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正厅级）。现任
海南省三沙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市
纪委书记（正厅级），拟提名为海南省三
沙市人民政府市长候选人。

刘登山，男，1962年9月出生，江苏
姜堰人，汉族，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
位，助理研究员，1987年7月参加工作，
198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
南省法制局、体改办一处处长，省法制办
公室行政复议处处长、立法处处长、副主
任，省委副秘书长、常务副秘书长（正厅
级）、政策研究室主任。现任海南省委常
务副秘书长（正厅级），拟任中共文昌市
委委员、常委、书记（正厅级）。

吉兆民，男，1964年12月出生，海南
乐东人，汉族，大学学历，高级管理人员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工程师，1987年7月
参加工作，1997 年 9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海南省财政厅计算中心副主
任、信息中心主任，省直单位会计管理中
心（省财政国库支付局）电算管理处处
长、电算处调研员、副主任（副局长），省

地税局副局长，澄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
（副厅级）。现任海南省澄迈县委副书
记、县人民政府县长（副厅级），拟任中共
澄迈县委书记（副厅级）。

司迺超，男，1976年2月出生，辽宁
阜新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1998 年 1 月参加工作，
2004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
南省发展与改革厅机关团委书记（副处
级），省政府办公厅二处副处级秘书，省
委办公厅秘书二处副处级秘书、正处级
秘书，省政协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现任
海南省政协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
拟任中共澄迈县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提名为澄迈县人民政府县长候选人（副
厅级）。

朱华友，男，1961年8月出生，江苏
扬中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
士学位，研究员，1983年8月参加工作，
199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
省外事侨务办公室新闻文化处处长，中
国南海研究院副院长、海南省外事侨务

办公室党组成员，琼海市委常委、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挂职锻炼），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副主任、党组纪检组组长。现任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
成员，拟任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
公厅党组成员，省人民政府研究室主任。

许 云，男，1962年5月出生，海南
万宁人，汉族，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1980年12月参加工作，1986年3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委组织部省
直干部处调研员；海口市振东区委副书
记（正处级），新华区委副书记、区长、区
委书记；海口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秘书
长、办公室党组书记，市委常委，海口保
税区、海口高新区工委书记。现任海南
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
拟提名为海南省农业厅厅长人选，任省
农业厅党组书记。

霍巨燃，男，1963年7月出生，吉林
通榆人，汉族，大学学历，文学学士学位，
1985年8月参加工作，1985年5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发展计划厅办

公室主任，省发展与改革厅办公室主任、
固定资产投资处处长，昌江县委常委、副
县长（正处级），澄迈县委副书记、县长。
现任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党组成员，拟提名为海南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厅长人选，任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党组书记。

邢孔政，男，1969年11月出生，海南
乐东人，汉族，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文
学学士学位，1994 年 7 月参加工作，
1996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
南师范学院（海南师范大学）党委办公
室副主任，海南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主
任，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一处秘书
（正处级），省委常委会办公室秘书（正
处级）、副主任（正处级）。现任海南省
委常委会办公室主任（副厅级），拟任海
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成员，省委教
育工委委员。

冯汉芬，女，1970年1月出生，海南
文昌人，汉族，大学学历，公共管理硕士
学位，1991年7月参加工作，1993年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纪委、
省监察厅政策法规调研室副处级纪检
员、监察员，万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省纪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省预防腐败
局办公室主任，省纪委、省监察厅纪检监
察干部监督室主任。现任海南省监察厅
副厅长（试用期一年），拟任中共海口市
委委员、常委，市纪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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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5月 23日至27
日，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98）12380，65378954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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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22日

公 告

全面贯彻落实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访谈篇

■ 本报记者 袁宇

省第七次党代会擘画出的“美、
好、新”蓝图，在乐东黎族自治县54万
干部群众中引发广泛共鸣。

“省第七次党代会提出加快建设
美好新海南，为乐东发展指明了方向，
更加坚定了我们推进各项事业的信心
和决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乐东
黎族自治县县委书记林北川说，乐东
将围绕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的目标，
全面贯彻落实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
全面推进以民生福祉、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精神文明、环境保护、维护稳定
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扛起加快建设美
好新海南的“乐东担当”。

持续加强基层党建
以党建促发展

乐东近年来的实践证明，强化党
建是助推乐东各项工作稳妥顺利开展
的奠基石。“党建工作仍然是‘重头
戏’。”林北川说，乐东将继续强基固
本，巩固提升几年来党建工作成果的
同时，吹响党建新号角，进一步深化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以加强党的执
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
主线，以转变干部作风为总抓手，强化
党内监督，加强群众工作，打开门接受
群众监督。

乐东把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加强监督
检查维护党章、执行党纪情况，严肃查
处违反党章党规党纪行为，保证党内
监督权威。通过健全完善、严格执行
农村议事规则、资金管理、民主监督等
制度，促使党建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
规范化和标准化轨道。

乐东将加大党员培训教育和管理
力度，坚持和完善“三会一课”等制度，
做好对不合格党员的教育转化和处置
工作，确保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
性。选好配强基层领导班子，继续大
力实施“连心桥”工程，推行“四级联
动”模式等党建服务发展的长效机制。

统筹安排资源
建设“四宜”家园

省第七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
要高水平建设“美丽海南百镇千村”，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美丽家园。

“建设‘四宜’美好家园，首先要多
方统筹资源，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和推
进民生工程建设。”林北川透露，未来五
年，乐东将大力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积
极实施“村村通公路”工程，巩固提升农
村交通路网，加快推进镇村客运站、码
头建设，完善镇村公交运输体系，同时
建立24小时安全饮水在线监控体系。

为完善提升基础设施，进一步提

升城区和乡镇管理质量和生活品位，
乐东县城9条市政道路新建和升级改
造正在紧锣密鼓施工当中。林北川
说，除县城及部分镇沿街建筑立面改
造外，滨海大道、望楼河整治、三个污
水处理厂、三个湿地公园、莺歌海渔业
加工区及配套码头项目等一批重大基
础设施工程正全面提速建设。

大力实施民生工程是乐东始终坚
持的执政理念。林北川透露，按三级
甲等标准新建的乐东县第一人民医院
已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县人民医院、
县第二人民医院升级改造，抱由镇东
坊村搬迁，县城取水口迁移、江北新区
供水管网、农村和中小学校安全饮水
等一大批民生工程正抓紧实施。同时
借助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乐东
黄流中学平台，全面提高教育国际化、
开放化、现代化水平，努力将乐东建成
海南地区教育人才培养高地。

林北川说，乐东将因地制宜继续推
进黄流、尖峰、九所和千家4个特色产
业小镇和尖峰、莺歌海风情小镇建设，
加快打造望楼河7.6公里商业文化休闲
娱乐长廊，按照一村一景观、一村一产
业、一村一风情的理念，因地制宜开展
果园村庄、花园村庄、绿色村庄和人文
村庄等创建，打造乡村民宿型农家乐综
合体，走“一村一品”的产业化路径。“到
2020年，要集中培育10个以上乡村特
色民俗村，创建10个以上乡村民宿型

农家乐综合体，力争乡村休闲旅游年接
待游客20万人次以上。”

做大热带高效农业
打造产业王牌

省第七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
要打造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王牌，使热
带特色高效农业在全国独树一帜。

林北川说，乐东将坚持与生态挂
钩，通过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向“绿色”
要效益，着力建设农业生态循环体系；
坚持与旅游挂钩，通过发展休闲农业，
拓宽农业功能，调整农业结构，推进全
域旅游建设；坚持做农业产品深加工，
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调优做强农业等实体经
济，打造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王牌”。

乐东将打造50万亩的热带高效
农业示范区，通过打造农业品牌，强化
商标品牌建设，打造一批畅销的特色
农产品；扶持一批本土种植企业转型
进入农产品深加工业，进一步加速农
业产业链延伸与融合。

“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是农业持续
发展的关键。”林北川说，乐东将以大
田洋整治为基础，优化土地资源、农业
生态环境及种植养殖业格局，加快农
业由沿海向山区转移，高标准、高质量
打造一批大田洋用于发展旅游休闲观
光农业，推动现代农业与旅游业融合

发展，加快农业转型升级。

做强全域旅游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乐东山海林泉湖兼备，旅游资源
十分丰富。林北川透露，未来五年内，
乐东将积极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
以海洋旅游、生态养生、休闲度假为卖
点，引进一批高端、具有竞争力的大型
旅游综合体项目，积极促成一批顶级
高端酒店落地建设，发展以旅游业为
龙头的现代服务业。同时抓好旅游与

“三农”工作的融合共赢，以西线高速
公路为界线，山区重点培育现代农业
为主导产业，以此发展休闲观光旅游
和乡村旅游；沿海重点培育以“三湾”
为主的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做到功
能、区域有效划分。

林北川说，乐东将始终树立正确
政绩观，坚持做到功成不必在我，谋求
发展绝不以牺牲自然环境作为代价，
高度重视生态保护，以保护环境为出
发点，以“生态旅游”为核心，以“山海
互动复合型特色旅游”为主题，充分发
挥乐东滨海、山地、江湖的独特优势，

“点、线、面”全面推进全域旅游建设。
此外，乐东还将积极培育文化产

业，把民俗文化资源和“一江二岭三
湾”等旅游资源整合起来，促进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本报抱由5月21日电）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乐东黎族自治县县委书记林北川：

强党建促发展 加快建设“四宜”家园

第41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讲述“茶叶担当
情满山城”的故事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陈蔚林）第41
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5月22日20时在海南
综合频道及20时30分在三沙卫视进行播出。观
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收看。

本期夜校将走进环境优美、钟灵毓秀的五指
山市，带领大家一起了解“茶叶担当情满山城”的
故事。在节目开始，五指山市副市长赵文徳会走
上夜校课堂，为大家讲述五指山市依托独特地理
优势，充分发动党员带头作用，经过多方考察和
测评，通过发展茶产业作为脱贫主打产业，带动
一方百姓脱贫致富的故事。

电视夜校播出的同时，“961017”脱贫致富服
务热线也将继续开放。此外，节目还将继续公布
最新、最热门的脱贫致富信息。

本报讯（记者孙婧）《三亚市关
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
和经济发展的意见》近日出炉。意见
提出，建立“补偿安置、就业服务、社
会保障、自我发展”四位一体的保障
机制，使被征地农民不因征地而降低
生活水平，享受城市化带来的收益。

其中补偿安置方面，严格按照现

行标准支付征地补偿安置费，尚不能
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
可以用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予以
补贴。还将实行留用地安置、鼓励换
地安置、实行入股分红安置等措施，
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

为扩大就业容量，三亚将加快产
业小镇建设，集中发展现代旅游服务

业、现代物流、家庭服务、电子商务、热带
高效农业、休闲农业等吸纳就业能力强
的产业，并强化用地单位吸纳就业责任。

为鼓励创业，三亚将加大创业担
保贷款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被征
地农民自主创业的，给予最高不超过
1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并对因不可抗
拒原因造成贷款损失的，按照有关规

定予以核销。
社会保障方面，严格落实被征地

农民养老保障、医疗保险、子女教育、
生活补贴政策。同时，为使被征地农
民真正向市民转化，各有关部门将开
展丰富的文体活动和宣传教育，转变
农民理财、就业观念，培育文明新风，
融入城市生活。

补偿安置、就业服务、社会保障、自我发展四位一体

三亚构建长效机制保障被征地农民权益

5月21日上午，为提升大型城市综合体的应急联动处理能力，海口公安
消防支队在万达广场开展灭火救援演练。

图为演练现场。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提升大型城市综合体应急联动处理能力

海口举行灭火救援演练

本月起我省推出社保卡
即时制卡服务
遇急需用卡等情况可现场发卡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李磊）记者今日
从省社会保险事业局获悉，从5月起，我省在各市
县推出社保卡即时制卡服务，社保卡挂失补办以
及参保人遇到急需用卡等情况，可现场制卡发卡，
实现立等可取。

据悉，即时制卡业务办理的范围为社保卡
挂失补办、损毁换卡等情况以及住院就医、领取
退休待遇等急需用卡的参保人，可凭个人有效
身份证件原件和电子照片到省内各市县即时制
卡受理点办理，可实现社保卡现场制作领卡。
但此范围外的参保人首次申领社保卡时间仍为
45个工作日。

据省社保局社会保障卡办理受理点有关负责
人介绍，我省各市县均设立了即时制卡网点，其中
海口市内共设立了三个即时制卡点，分别为位于
大英山西二街的省社保局社保卡管理窗口、位于
龙昆南路的海口市社保卡管理中心、位于解放西
路的海口农商行解放西支行。石山黑豆和石山壅羊

获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陈创淼）记者今天从海
口市秀英区政府了解到，石山黑豆、
石山壅羊日前正式通过国家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认证。截至目前，海口通
过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农产品为4
个，我省通过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农
产品达28个。

石山镇相关负责人表示，石山黑
豆、石山壅羊获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为该镇品牌农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接下来该镇将依托互联网平台，通
过严格的质量监测、成熟的授权管
理、切合市场的包装推广，延长产业
链，打响石山黑豆、石山壅羊两块金
字招牌。

省社科联2017年
社团活动月开幕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郭
海霞）今天上午，省内外知名品牌策划专家、百家社
团负责人、公共关系学界与业界代表等300余人齐
聚海口，出席省社科联2017年社团活动月开幕式
暨“讲好品牌故事 传播美好新海南”研讨会。

社团活动月期间，与会人员将参与“特色小镇
发展”“热带高效循环农业”“第二届东盟语言文
化”等23项研讨会及系列活动。记者注意到，活
动现场设有社团创意成果展示长廊，展示近年来
各社团特色资料与成果，主办方还组织社团联盟
签名，表明广大社团愿意群策群力为加快建设美
好新海南扛起担当的积极意愿。

社团活动月开幕式上，海南博睿公共关系研
究中心揭牌成立。该中心是我省公共关系学界重
要研讨与实践基地，由该领域资深专家、知名学者
和业界精英联袂打造。

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决定

续约支教志愿者
补助标准逐年提高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海南省乡村教育发展
促进会日前决定，逐年提高续约支教志愿者的生
活补贴标准。

省乡村教育发展促进会成立于2015年6月1
日，两年来已为30多所乡村学校委派支教志愿者60
多人，为乡村的孩子们开办了优质的特色公益课堂。

该促进会决定，逐年提高续约支教志愿者的
生活补贴标准，即在第一年小学支教老师每月
2000元、中学支教老师每月3000元的基础上，每
续约一年每人每月增加补助标准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