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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进行时

本报海口1月11日讯（记者李
磊 通讯员钟剑勇）省委组织部、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印发《海南
省公务员调动暂行规定》（以下简称
《暂行规定》），以加强我省公务员队
伍管理，规范公务员调动工作。同
时，原海南省人事劳动厅《关于干部
调配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琼人劳
公二﹝1989〕71号）废止。

《暂行规定》指出，本规定所称调
动，是指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工作人员（以下简称公务员）在机关
（单位）之间的交流。领导成员转任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公务员的调动，
必须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和职数内进
行，并有相应的职位空缺。省级机关
之外调入省级机关的公务员调动，由
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办理；省垂
直管理单位、双管单位系统内的公务
员调动，由省级主管单位负责办理；
省级机关之间的公务员调动，由调入
机关和调出机关负责办理；省级机关

调入省内各市县或省外的公务员调
动，分别由各市县或调出机关负责办
理。此外，市县级公务员主管部门，
负责办理以下公务员的调动：本市县
机关（含乡镇机关，下同）之外的公务
员调入本市县机关；本市县机关之间
公务员的调动；本市县机关公务员调
出本市县机关。

《暂行规定》明确，公务员主管
部门可进行调动的情形包括：改善干
部队伍结构需要进行人员调整；安置

因单位撤销、合并或缩减编制员额而
富余的人员；调整不适应现任工作的
人员；因其他工作需要。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人员，不得调动：因违法违纪
正被立案调查的；未满法律法规及有
关政策规定的最低工作服务年限的；
新录用试用期、任职试用期未满的；
法律法规规定的不符合调动条件的
其他情形。

《暂行规定》还强调了公务员调动
必须遵守的纪律：调入、调出机关及其

主管部门、公务员主管部门应当严格
履行职责，认真审核把关，不得随意降
低标准，放宽条件；调出机关应当严格
执行公务员管理工作的有关法规、政
策、规定，提供真实情况，不得在公务
员调动期间突击提拔；调动人员应当
遵守有关规定，如实报告有关事项及
提供材料。在办理调动过程中如违反
调动纪律、伪造或者提供虚假材料、抽
出有关材料或隐瞒相关情况的，应当
取消其调动资格。

我省印发《海南省公务员调动暂行规定》

公务员调动期间不得突击提拔

广告

本报海口1月11日讯（记者杨
艺华 通讯员曲福经）今天上午，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综合管理和执
法督察局副局长尤雪云带领国家打击
侵权假冒绩效考核第十二考核组，来
琼开展2017年度打击侵权假冒绩效
考核工作。据悉，考核组驻琼考核时
间为11日、12日两天，考核范围覆盖
全省。

今天上午在海口举行的考核汇报
会正式拉开了本次考核工作的序幕。
副省长李国梁参加会议。

在听取了汇报后，考核组对我省
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认为我省高度重视打击侵权假冒工
作，认真贯彻落实2017年国务院打击
侵权假冒工作部署，形成了一些好的
做法和经验，考核自评较为客观，符合

实际。
考核组认为，我省已形成了自上

而下、各方联动、层层负责的工作格
局，全省双打工作已经常态化和机制
化；围绕重点商品、重点市场、重点领
域、重点环节，开展各种专项行动，形
成打击侵权假冒的浩大声势，产生了
很好效果和反响；加强执法，强化司法
打击力度，全省行政立案查处侵权假

冒案件力度得到提升。
会议指出，各级政府要积极配合

考核组做好相关工作，真实、全面反映
2017年度全省打击假冒侵权工作情
况，并要以本次考核为契机，按照考核
组的意见，认真贯彻关于打击假冒侵
权工作的各项要求和工作部署，严格
履责，从严、从实、从细持续强化我省
打击假冒侵权工作。

在琼期间，考核组还将对照各项
考核项目，详细询问有关情况，查阅年
度工作文件、会议纪要、统计月报、工
作制度及领导批示等相关文件和执法
案卷。与此同时，考核组还将实地检
查天涯社区网站、省高级人民法院知
识产权庭；听取三亚市政府打击侵权
假冒工作汇报，并检查三亚免税店及
商场。

我省2017年度打击侵权假冒工作迎来“国考”
国家打击侵权假冒绩效考核第十二考核组来琼开展考核

农家书屋全面建设十周年
评选先进集体及个人

我省多家单位、书屋
及个人受表扬

本报海口1月11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
符桃心）2017年是农家书屋全面建设十周年，为
推动全行业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进一步增强广大农家书屋工作者和建设者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
《关于农家书屋全面建设十周年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表扬的通报》，我省文体厅报刊印刷发行处等
3家单位、海口海秀镇永庄村农家书屋等10个农
家书屋、陈冲等两位文体系统内工作人员以及陈
江等10位农家书屋管理员榜上有名。

据悉，自2008年至2012年6月，我省建成农
家书屋2695个，实现全省行政村全覆盖，2014年
全省 49个农家书屋成功创建省级示范点，到
2015年，这一数字增长到165个。

三亚2017年用电量
创历史新高

本报三亚1月11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刘
昌）用电量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记
者今天从海南电网有限公司三亚供电局获悉，三
亚2017年年累计用电量达37.06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9.97%，创历史新高。同时三亚电网日最高
负荷达67.908万千瓦。

用电量增长也见证着三亚经济发展的稳健提
速。三亚供电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用电增速较快
得益于三亚推进全域旅游建设，接待游客和旅游
饭店入住率持续大幅增长，旅游市场持续火爆致
住宿、餐饮等各类配套服务的用电需求增长显著。

本报牙叉1月11日电（记者刘
笑非 特约记者王伟）“这里卖的都是
白沙本地的特色农产品。”今日上午，
来自辽宁的“候鸟”李女生，走进位于
白沙黎族自治县电商产业园里的无
人爱心超市，掏出手机便轻松实现付
款，而整个过程都只有她一个人参
与。她说，逛这种无人爱心超市，感
觉既新奇，也划算，更有意义。

“顾客进入超市后，只需要自主
选购商品，再用手机扫描付款即可，
整个购物过程最快只需30秒就能完

成。”白沙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负
责人万龙笑道，引入“无人超市”的理
念，既是白沙电商发展新概念的一次
落地，也是对白沙电商发展思路的一
次新尝试。

就在去年底，借助中国青年电商
助力精准扶贫论坛在白沙举办的机
会，白沙农产品无人爱心超市也正式
开门迎客。开业当天，无人爱心超市
新颖的运作方式和脱贫攻坚的职责
所在，就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

据介绍，无人爱心超市本着“消

费就是扶贫”的销售策略，目前已汇
集了白沙各地贫困农户的新鲜农产
品，包括红心橙、毛薯、绿茶、野生蜂
蜜在内的60多种农产品已经正式上
架销售。而消费者还可以通过累计
个人消费金额的方式，获得“爱心积
分”，参与“年度扶贫大使”的评选，或
直接使用积分换取礼品，助推白沙电
商扶贫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为解决传统农产
品没有二维码标识无法进入无人超
市售卖的难题，作为超市运营方的白

沙电商产业园，还创新使用了“磁码”
的方式，让农产品也能轻松上架，使
更多的白沙本地特色农特产品可以
进入超市售卖。

“在开业首日贫困户的农特产品销
售额，就达到了8000多元，出乎我们的
意料，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万龙告诉
记者，下一步电商产业园计划每月做一
次特色农产品销售活动，并力争将白沙
电商模式扩大到海口、三亚等大城市，
扩大白沙特色农产品影响力的同时，让
更多人助力白沙脱贫攻坚。

消费即是扶贫

无人爱心超市亮相白沙
扶贫贷款入股，公司偿还本息

三亚北岭村18贫困户
喜领万元分红

本报三亚1月11日电 （记者
袁宇）1月10日，三亚市崖州区北
岭村贫困户黄庆伟从三亚海源实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庆鸯手中接过保
底分红1万元。这是三亚海源实业
有限公司实施产业扶贫保底分红首
一年发出的红利，今后还要连续分
红两年，帮助贫困户走好走稳脱贫
路。与黄庆伟一样，当天共有18户
贫困户拿到1万元分红。

2016年底，三亚海源实业有限
公司在实施扶贫攻坚工作中，在北
岭村、赤草村开展葡萄种植项目，助
力精准扶贫。海源公司通过“龙头
企业+互助社+合作社+互联网+贫
困户”的方式，与当地的18户贫困
户签约，将每户的3万元贷款投入
到海源公司的葡萄种植产业中，并
承诺给予贫困户为期 3 年、每年
10000元的保底分红。

“3年后由公司归还贫困户的
本金3万元至贷款银行，确保贫困
户在葡萄产业中获利。”刘庆鸯
说，海源公司作为合作社龙头企
业，有责任、有义务带领贫困户一
起走好致富小康路，海源公司不
仅给贫困户分红，还将带领有劳
动能力、愿意参与葡萄产业发展
的贫困户一起种植葡萄，帮助他
们掌握葡萄种植技术，为美丽乡
村建设以及共享农庄的打造奠定
良好的基础。

“真没想到贷款入股的3万元
第一年就有这么高的分红。”今年
67岁的黄庆伟接过分红后乐呵呵
地说，他还在海源公司的葡萄园基
地里工作，每个月还能获得1000元
至3000元不等的收入。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
去年销售额超21亿
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超130%

本报海口1月11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
曾虹 程偲）记者近日从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获
悉，该店紧抓机场聚客优势，持续跟踪消费者需求
优化管理和服务，2017年全年实现销售额超21
亿元，同比增长超34%，其中线上销售额同比增
长超130%。

通过紧抓机场聚客优势，海口美兰机场免税
店去年进店消费人数超100万人次，同比增长
39%。

得益于免税店运营管理战略的优化，2017年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依据离岛免税政策增设海口
火车站提货点；新增营业区域——海口航空旅游
免税城开业，推出“提前购”创新购物模式；强化与
品牌商、旅游零售商的交流合作，目前已和400多
个国际品牌实现合作。

去年我省原保险保费
收入164.68亿元
增速全国排名第9

本报海口1月11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胡
文捷）今天，记者从省保监局获悉，2017年我省保
险业务快速发展，全年全省各保险公司实现原保险
保费收入164.68亿元，同比增长23.62%，增速全国
排名第9，年末保险公司总资产2278.86亿元。

目前我省共有法人保险公司1家，正在筹建
法人保险公司1家，省级分公司24家，中心支公
司以下分支机构470家。2017年累计保险赔付
支出49.06亿元，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
的功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同时，我省协调引进保险资金支持海南建设，
2017年新增保险资金投资36亿元，累计已投资
金额136亿元，已落地项目还有68亿元的后续资
金投入。

去年，我省还积极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大力支
持农村经济发展。全年农业保险累计赔付支出
2.92亿元，受益农户20.19万户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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