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共立赌博
刑事案件 74 起，破
68 起，抓获涉赌犯
罪嫌疑人262人

全省共受理赌
博或为赌博提供条
件案件 5334起，查
处5322起

查处违法人员8380
人，其中行政拘留 5235
人，罚款 3069 人，警告
20人，其他处理5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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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文城2月11日电（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张璐）“我们期盼了多
年，如今这条公路终于建成通车
了。”今天上午，文昌市铺前镇居民
符文雄驾车行驶在文昌昌洒至铺前
段滨海旅游公路上，看着沿途美景，
喜不自禁。

全长50公里的昌铺旅游公路，自
2016年3月开工以来，在省委、省政
府的高度重视下，在省交通运输厅、省
交通工程建设局以及沿线地方政府的
配合下，经过参建各单位近2年的艰
苦奋战，于今天上午11时迎来全线建
成通车，这也意味着长达近百公里的
文昌滨海旅游公路正式全线贯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保障和改
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
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
着一年干。

省委、省政府对涉及民生的路网
建设高度重视，近年来，我省先后启动
了“一桥六路”等重点交通项目建设，
昌铺旅游公路率先通车，成为“一桥六
路”中最先完工的项目。

据了解，昌铺旅游公路南接已建
成的文昌滨海旅游公路东郊至龙楼
段，北接在建的铺前跨海大桥，是我省
公路交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文昌航天发射场配套项目，总投
资约24.22亿元。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姚建勇说，
文昌滨海旅游公路连接了铺前跨海大
桥与清澜跨海大桥，是我省最早开建
的旅游公路之一。此次昌铺段建成通
车后，将串连铺前古镇、东郊椰林、宋
氏祖居、航天主题公园等旅游资源，助
力文昌发展“航天游”。

同时，该项目也填补了文昌东北
海岸长期没有快速路的空白，对我省
东北部地区融入海口市半小时经济
圈，加快“海澄文”一体化建设，改善当
地交通环境都具有着重要意义。

省交建局局长吕晓宇说，昌铺旅
游公路项目自2016年3月份开工以
来，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在省交
通运输厅和文昌市委、市政府的支持
下，全体参建人员克服强降雨、地材供
应紧张等重重困难影响，坚持质量第
一、安全第一、高标准、严要求，圆满完
成了项目全部施工任务，最终路面主
线实现提前三个月全部贯通。

据了解，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多次现场调研指
导；省交通运输厅全力协调解决征地
拆迁遗留问题、地材供应短缺等难题，
全力扫除项目建设的“绊脚石”；地方
政府全力配合，主动作为，积极为项目

建设顺利开展提供全方位保障；项目
法人单位省交通工程建设局狠抓项目
管理，全力推进建设生态路、旅游路、
景观路。

据昌铺旅游公路项目代建指挥部
指挥长郭文杰介绍，该项目在建设过
程中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创建品质
工程；特别是参建单位充分利用挖弃

的粉细砂进行路基填筑，节约了土壤
资源使用，还采用了环保型护栏，路面
基层则采用新型材料进行覆盖养生，
尽最大程度保护了当地生态环境。

第76期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将走进海口三角梅萝卜
扶贫基地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陈
蔚林）第76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
校将于2月12日在海南综合频道20
时及三沙卫视20时30分播出。本期
夜校是特别节目——《乡间小课堂》。

这期《乡间小课堂》将走进美丽的
海口市云龙镇云岭村三角梅萝卜扶贫
基地，并邀请基地专家给大家讲授萝
卜的种植技术。为了帮助当地农民打
开销路，电视夜校栏目组的工作人员
还将举行“爱心萝卜义卖活动”。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
视台收看本期节目。电视夜校播出的
同时，“961017”脱贫致富服务热线将
继续开放。

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临高今年将重点做好
脱贫攻坚等10方面工作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记者从日前召开的临
高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获悉，
临高提出了今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
标。此外，临高今年还将着力做好脱贫攻坚、深化
重点领域改革、做精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10个方
面的工作。

会议提出，今年临高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
期目标是：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1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10%；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10%；物价上涨指数控制在2.4%以下。

今年，临高将着力做好以下10个方面工作：
一是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二是深化重点领域改
革；三是调优做精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落实乡村振
兴战略；四是做大做强海洋渔业；五是推进旅游产
业升级；六是统筹推进城乡发展；七是大力开展

“双创”工作；八是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九是提高保
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十是进一步加强社会治理。

去年槟榔产值突破30亿元

万宁今年加快槟榔城建设
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

本报讯（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卓琳植）记者从
日前召开的万宁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上获悉，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推进，万
宁重点产业发展明显加快。2017年，万宁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203.9亿元，增长7.8%；其中，槟榔产
值已突破30亿元。

过去的一年，万宁加速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还加快槟榔城、咖啡公园等项目建设。槟
榔产值突破30亿元，槟榔产业增产增收又增效。

新的一年，万宁将以咖啡公园建设为抓手，大
面积推广优质咖啡种植；培育和扶持兴隆咖啡厂、
兴隆咖啡谷等一批集种植、加工、出口销售为一体
的龙头企业，以“咖啡+文化+互联网+旅游”的发
展模式，重塑兴隆咖啡王牌。

槟榔城作为工业园区化发展的重要平台，万
宁将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大招商和项
目落地跟踪服务力度，推动槟榔、咖啡、诺丽等特
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在园区集群发展，“以工促农”，
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与此同时，扶持壮大优势骨
干企业，支持口味王、雅利槟榔等龙头企业做实做
大做强。

本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李绍华）全省民宗
委主任会议日前在海口召开，会议部署安排了今
年我省民族宗教重点工作，要求全面深化民族团
结进步创建活动和宣传教育、着力促进民族地区
加快发展和民生改善，不断提升依法治理民族宗
教事务能力。

会议指出，要整合中央和省级少数民族发展
资金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发展热带
特色现代农业、特色林业、特色旅游业和特色加
工业等优势产业，打造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的产业
品牌，为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奠定特色产业基础。

2018年，省民宗委将以国家民委命名的第
一批、第二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为示范，
统筹推进，建成至少10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培育成为民族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民族地
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活力，奋力夯实民族地区
经济发展基础。

省民宗委今年将
建成至少10个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齐
松梅）春节即将来临，去哪玩？去哪
吃？这里有本特殊的地图，打开它的
方式很特别，推荐的内容很地道，更
重要的是它会迭代更新。这是海报
集团深读融媒工作室精心打造的“逛
吃海南岛”交互性融媒产品，2月12
日正式推出。

如果你喜欢玩，如果你爱吃，如
果你想在海南过个不一样的春节，扫
扫二维码，驴友必探的网红食店、最
值得去的精选景点、小溪环绕的美丽

乡村……一手掌握。18个市县官方
权威推荐的吃、住、游信息都在里面，
相信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除了是一个服务性的融媒产品，
它还是个具有娱乐精神的产品。海
南日报两名记者的相声、手绘地图、
H5动画，在有趣的互动中，让您便捷
地获得精准的旅游信息，包括具体地
址、联系电话、招牌美食等。

海报集团深读融媒工作室致力
于打造一本与以往不一样的旅游手
册，带给您不一样的旅游体验，这是

我们新的尝试，也是一个会不断更新
的融媒产品，期待你们的关注、转发
和收藏。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陈蔚
林）连日来，省文明办深入各个市县开
展社会文明大行动督查，并为我省61
名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中国好人榜”
上榜好人送上新春祝福。

自1月23日全省社会文明大行
动动员暨精神文明建设表彰会召开以
来，各市县、各部门、各行业认真贯彻
落实会议精神，采取得力措施，召开社
会文明大行动动员大会，对下一步文
明创建作出具体安排，并在春节期间
集中开展“温暖回家路 暖冬志愿服
务”“一分钟文明旅游”“礼让斑马线
文明我点赞”等主题活动，掀起了开展
社会文明大行动的新热潮。

同时，省文明办将走访慰问道德
模范活动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和社会文明大行动的一项重要措
施，结合春节期间开展学雷锋志愿服
务活动和“我们的节日·春节”主题实
践活动等，积极关心帮扶生活困难的
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给予道德模范崇
高社会礼遇，加大道德模范等先进事
迹宣传力度，营造崇尚、学习、关爱道
德模范的浓厚氛围。

省文明办开展社会
文明大行动督查工作
并为61名道德模范、身边
好人送新春祝福

昌铺旅游公路昨通车,串联侨乡旅游资源,助力“海澄文”一体化

文昌滨海旅游公路全线贯通

海报集团深读融媒工作室推海南春节旅游攻略

这本地图打开方式很特别,快试试！

关注市县两会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许晓明
王坤）近期，我省各级公安机关按照
公安部的统一部署，深入开展打击整
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对涉赌违法犯
罪始终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不
停地打”，重点打击网络赌博、农村赌
博和流动赌场，重拳打击赌博犯罪的
组织者、经营者、获利者，打掉一批职
业赌博公司等犯罪团伙，依法严惩一
批涉赌犯罪分子，严肃追究一批赌博

活动的幕后“保护伞”。
1月30日，三亚市公安局海棠分

局根据群众举报，对海棠区升昌村白
石岭半山腰一处芒果地进行突击检
查，当场查处一个利用“摇色子”赌大
小的赌博窝点，成功抓获涉赌违法犯
罪嫌疑人11人，缴获赌资 1.5 万余
元。1月31日，三亚市公安局海棠分
局对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犯罪嫌疑人
陈某某、莫某某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对参与赌博的翟某某等6人和为赌

博提供条件的陈某某等3人给予行
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500元。

2017年11月28日，海口市公安
局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在琼山区凤翔
路桂林巷某居民楼202房查处了一
个利用“摇色子”赌大小的赌博窝点，
成功抓获涉赌违法犯罪嫌疑人 22
人，收缴赌资3万余元。经查，该赌
博团伙为逃避打击，采取“打一枪换
一个地方”的方式，在琼山区铁桥、云
露、滨江等多个社区流窜作案，并在

赌博窝点周边设置多个“哨点”。11
月29日，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对
彭某某等7名涉嫌开设赌场罪的犯
罪嫌疑人实施刑事拘留，对冯某某等
15名参赌人员予以治安拘留15日并
处罚款1900元。

据了解，2017年，全省各级公安机
关按照公安部的部署，对涉赌违法犯罪
始终保持“零容忍”，不断创新机制、完
善打法，深入开展“断链”专项行动，依
法严厉打击整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

我省持续开展打击赌博违法犯罪行动
去年全省破获赌博刑事案68起，抓获涉赌犯罪嫌疑人262人

公 告
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况予

以公示。
包洪文，男，1968年4月出生，福建上杭

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公共行政与管理硕
士、公共管理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1989年8
月参加工作，199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
任福建省财政厅统计评价处处长；海南省省直
单位会计管理中心（省财政国库支付局）主任
（局长），省财政厅副厅长。现任海南省财政厅
副厅长、党组成员，兼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主任，拟任海南省统计局局长、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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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12日至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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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11日

2月10日，在海口琼山区红城湖延长线一花卉市场，市民正在选购年桔。据了解，在海南,年桔寓意大吉大利、
吉祥富贵，每到春节，许多椰城市民都要购买年桔摆放在家中，营造年味儿。 本报记者 张茂 摄春节临近 年桔热销

2月11日，文昌昌洒至铺前段滨海旅游公路迎来全线建成通车，这也意味着长达近百公里
的文昌滨海旅游公路全线贯通。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张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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