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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银行海口分行
慰问定点扶贫村群众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记者蔡
佳倩）访贫问苦送温暖，浓浓关怀暖人
心。2月11日上午，春节来临之际，
中国光大银行海口分行来到定点扶贫
村儋州市南丰镇松门村开展了春节慰
问。给169位孤寡老人、儿童和贫困
户先后发放了慰问金和大米、电饭锅、
食用油等慰问品。

据了解，光大银行海口分行自从
2017年对松门村定点开展精准扶贫
工作以来，就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派驻
优秀员工驻村担任第一书记，已投入
近二十万元给贫困儿童、孤寡老人捐
款、给村里修建旗杆、购买健身设备、
修建小型图书室，分别在端午、中秋等
节日来临之际都提前给困难户发放了
慰问品、慰问金，积极开展产业扶贫。
此外，还组织村民参加脱贫夜校的培
训，联系相关企业入村对接解决产业
销售，建立了橡胶加工、山鸡养殖、竹
狸养殖等公司+农户的产业链，加快
了村民们的脱贫致富的步伐。

严重违纪

省民政厅原党组成员、
副厅长倪陈兴被“双开”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邓小佳）日前，省纪委对省民政厅原党组成员、副
厅长倪陈兴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倪陈兴在担任省林业局、省林业厅、省
民政厅等有关领导职务期间，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项目、退耕还林
指标、拥军慰问品采购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
受他人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倪陈兴身为党员领导干部，无视党纪党规，理
想信念丧失，法律观念淡薄，严重违反了党的纪
律，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
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省监委会议研究并报省委
批准，决定给予倪陈兴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其涉嫌犯罪问题，司法机关正在依法处理。

严重违纪

白沙县政府党组成员、
副县长何秋香被“双开”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薛
代锋）日前，经省委批准，省纪委对白沙县政府党组
成员、副县长何秋香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何秋香违反政治纪律，在组织审查期
间，与他人串供，对抗组织审查；在担任白沙农场
场长期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个人决定并安
排他人用公款购买茶叶送礼；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
他人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何秋香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严
重违反了党的纪律，且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仍不收
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省监委会
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何秋香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
题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严重违纪

定安县政协原党组成员、
副主席莫汉博被“双开”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记者尤梦瑜 邓钰 通
讯员薛代锋）日前，省纪委对定安县政协原党组成
员、副主席莫汉博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莫汉博在担任定安县副县长、县政协副
主席及兼任定城镇党委书记期间，违反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项目等方面
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莫汉博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不珍惜党组织的
教育挽救，在受处分期间仍收受他人财物，完全丧
失了一名领导干部的党性原则，严重违反了党的
纪律，且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
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省监委会议研究并报省
委批准，决定给予莫汉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
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司法机关正在依法处理。

严重违纪

省民政厅区划地名处
副处长黄宏溪被处分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陈思平）日前，省纪委对省民政厅区划地名处副处
长黄宏溪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黄宏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在救灾物资采购、工程项目招投标等
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他人财物。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
定，经省纪委省监委会议研究，决定给予黄宏溪开
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降为科员级非领导职务；
收缴其违纪所得。

关爱海南事实孤儿
成美慈善基金会
宣布资助1000万元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记者刘
操）今天上午，省扶贫工作办公室与海
南成美慈善基金会举行“爱助事实孤
儿项目”框架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仪
式上，海南成美基金会相关负责人宣
布成美慈善基金会资助1000万元为
更多海南事实孤儿送去关爱。

据了解，由海南第一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出资成立的成美慈善基金
会于2014年发起“爱助事实孤儿”公
益项目。目前，该项目的爱心足迹已
经遍布全国18个省份，共计资助了
6024名事实孤儿。此次同扶贫办合
作开展的海南地区“爱助事实孤儿”项
目将对省内建档立卡贫困户且符合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身份的未成年人，提
供生活助学金并同时给予这些儿童设
立“人身意外伤害储备金”。这些儿童
因父母重度残疾、服刑、重度疾病、失
踪、弃养等原因，家庭生活困难且尚未
被纳入孤儿保障体系。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记者邵长
春）省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
对各市县（不含三沙市）和洋浦经济开
发区及各有关企业2017年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任务及三年专项行动方案完成
情况进行了现场考核和评估，近日省政
府办公厅通报了考核和评估结果。

通报显示，2017年是我省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三年专项行动的收官之
年，全年投资48.87亿元，超计划投资
额16.7亿元，同比增长9.9%，为历年
来投资最高的一年。三年投资总额高
达 130 亿元以上，比原计划投资额
110亿增加了18.2%。

目前我省城市光网已经全覆盖，
其中光纤宽带网络覆盖率达99.9%，

接入能力达到100Mbps以上，试点
推广千兆小区1150多个；4G网络覆
盖率达99.6%，并在博鳌等地区建成
千兆移动网络。

此外，互联网出省带宽、城域网出
口带宽、CDN扩容、IDC及云中心、抗
灾能力设施的体量不断增大，且均已达
标，完成了WiFi统一认证平台建设。

通报显示，我省2017年第四季度
固网宽带可用下载速率全国排名第
11，比2015年初第30名（倒数第二
名）提高了19个位次，在固定宽带网
络提速方面成为全国最快的省份；移
动互联网下载速率全国排名第13，比
上个季度提高了7个位次；固定宽带
接入签约速率全国排名第9，固定宽

带家庭普及率全国排名第13，移动宽
带用户普及率全国排名第7，均达到
全国中上游水平。

此外，通信资费总体降低30%以
上，光网建设水平上了新台阶，信息基
础设施整体水平由2015年初的落后
位置提升到全国第11位，圆满实现省
委、省政府光网建设的三年目标。

300个建档立卡贫困村
150个旅游扶贫重点村
100个特色产业小镇
11031103个美丽乡村光纤宽带网个美丽乡村光纤宽带网

近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境
内的红岭灌区总干二标2号渡槽已显
雏形，工程有序推进。目前，该工程
的关键建筑物渡槽（132座）共5144
个基础，已完工4271个基础，占总量
的83%。

据了解，红岭灌区工程是国家
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项目之
一，工程涉及海口、文昌、定安、琼海、
屯昌、琼中六市县，占全岛土地面积
的17.2%。该项目自2015年2月开
工以来，已累计完成投资 48.63 亿
元，占总投资的71.6%。红岭灌区工
程的主体工程预计2018年10月底具
备试通水条件。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秦海灵 摄

红岭灌区渡槽显雏形
预计10月底具备试通水条件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记者叶
媛媛）记者从海口市规划局获悉，今
天上午，由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
公司建筑设计所担纲编制的《海口
市建筑风貌管控指引》顺利通过专
家评审会。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扩
张，海口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
了特色缺失、千城一面等建筑风貌
问题，影响了海南国际旅游岛省会
城市的形象和品质。2017年年初，
紧紧依托生态本底，海口重点围绕
水体治理、增绿护蓝、交通优化、文
化复兴、品质提升、棚户区改造、土
地矿坑修复等7个方面系统推进城

市更新，加快了国际化滨江滨海花
园城市建设。

《海口市建筑风貌管控指引》是
海口城市更新品质提升专项规划的
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规划周期长达10
个多月。该专项规划研究范围为海
口市主城区，规划面积约320平方公
里。《管控指引》确定，海口将参照《海
口市总体城市设计》中“海滨风采、田
园风境、本土风情、现代风尚”城市风
貌的4个定位，从城市气候特征、环
境特色、本土文化、时代精神4个维
度出发，挖掘海口建筑风貌的特色基
因，确定建筑风貌总体定位。

《管控指引》通过海口建筑风貌

通则、细则，一般建筑风貌通则、特色
建筑风貌细则等指标体系，分类分
项、规范引导城市建筑风貌。

比如结合居住建筑、办公建筑、
商业建筑、酒店建筑等功能特点分
类，海口要求高层住宅布局应统一中
有变化，形态完全相同、连续等高的
建筑数量不宜超过3栋，3栋以上应
当进行高低错落设计；相邻建筑的高
差应适宜，高者不应超过低者高度的
1.5倍，且两者高差不小于较高建筑
高度的1/5。

针对滨海滨江滨水建筑、传统特
色建筑、景观建筑、城市主干道两侧
建筑4类个性化、典型性的建筑类

型，要遵循“定性定量相结合、严控与
鼓励相结合”的原则。对于滨水、滨
海建筑，水体保护范围外侧100米范
围内为建筑高度控制区；建筑体量应
腹地高、滨水低、逐级跌落；贴临水体
岸线建设用地，建筑高度不宜高于24
米，禁止建设高层建筑；建筑距离水
体岸线的最小距离不应小于其建筑
高度等。

同时，本次建筑风貌管控还包括
专业性非常强的城市色彩研究专题
内容，对海口城市的色彩定位、各风
貌分区建筑配色原则、选色标准、色
号查询等关键技术指标均作出了系
统、详尽的规定。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劳敏）今天，记者从省保
险行业协会获悉，为确保大家春节出
行顺畅，我省保险业近日发布意外交
通事故快赔程序，全省24家保险公

司全部参与，以方便广大车主。
省保险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城乡道路行驶的不涉及人伤的双方
车辆碰撞事故；双方车辆都购买了交强
险；轻微剐蹭损失金额不大，车辆可以

自行移动、离开的轻微事故，都可以通
过道路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手续来处理。

我省各财产险公司将通过报案
热线电话及时引导车辆出险客户对
轻微剐蹭、不涉及人伤等适用道路交

通事故快处快赔的轻微事故，按照交
通事故快处快赔流程处理，到快处快
赔中心接受处理，引导事故双方尽快
撤离事故现场，确保道路交通畅通，
不因事故造成大面积的交通拥堵。

《海口市建筑风貌管控指引》通过专家评审

避免千城一面，为城市建筑风貌“立规矩”

春节出行发生交通事故可快速理赔
我省24家保险公司已启动快速理赔程序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
王德深）随着春节临近，购置年货成为人们的重要
日程之一。记者今天从省海洋与渔业厅了解到，
该厅自2月1日起组织开展节前全省水产品质量
安全大检查，经抽样统计，目前水产品质量安全合
格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同时，对于抽检发现的问
题，该厅将立即组织整改，确保水产品安全上市，
以满足广大群众对节日水产品消费的品质要求。

据介绍，为保障节日水产品质量安全，省海洋
与渔业厅本月1日起组织全省各市县海洋渔业部
门开展节前水产品质量安全大检查，以纳入水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试点的51家养殖加工主体为
重点检查对象，分别对养殖户的“三项纪录”登记
情况、投入品仓库存放情况、渔药饲料使用情况、
是否存有违禁投入品、病死鱼的无害化处理情况
等进行了检查。

“产地抽样检查共抽取水产品样品40批次
（鱼类样品30批、虾类样品2批、贝类样品8批），
监测项目为氯霉素、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类代谢
物、甲基睾酮和喹乙醇，合格率保持在较高水平。”
省海洋与渔业厅市场处相关负责人说。

我省检查节前水产品质量

省海洋与渔业厅：
水产品合格率水平较高

警钟长鸣

本报椰林 2 月 12 日电 （记者
王培琳 通讯员梁振宁）近日，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海南分公司（下简称

“海南人保财险”）核保签发了陵水
黎族自治县首张扶贫牛养殖保险
保单，承保陵水县富昌种养农民专
业合作社养殖的黄牛129头，保险
保障金额为103.2万元。该项目的

承保，有力推动陵水精准扶贫政策
的贯彻落实。

据了解，陵水按照省委、省政府
加快我省“五基地一区”的战略部
署，制定了陵水发展牛养殖产业的
发展规划，以“稳定水牛、发展黄
牛、大力开发海南和牛”为导向，引
领全县养牛产业的发展。为保障

该县养牛产业的稳定发展，海南人
保财险为该县量身定制了养牛保
险方案，将养牛的意外事故、疾病
疫病等风险，纳入到保险责任，为
牛的养殖风险提供了强而有力的
保障，排解了发展养牛产业农户的
后顾之忧。

为鼓励养殖户积极进行投保，

陵水将牛的养殖保险纳入当地特
色补贴性险种，给参保的养殖户
80%的财政补贴；对建档立卡的扶
贫户所缴交保费由政府全额承
担。政府的这一扶贫惠农举措，
受到当地养殖企业与农户的欢
迎，有力推动全县养牛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

陵水首张扶贫牛养殖保险单签发
129头扶贫牛获保103.2万元

处理事故
轻松三步走

全省2573个行政村光纤宽
带网络在整体上已实现全覆盖，
覆盖率达到 99.9%

全省17227个自然村

光纤宽带网络覆盖率66.6%

4G网络覆盖率

网络覆盖率网络覆盖率
整体接近整体接近 100100%%

固定证据。在双方车辆碰撞点
的前方正面、后方正面、左侧、右侧、
车辆碰撞点用手机进行拍照，互相
验看驾照、行驶证原件并拍照留底，
便于交警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行
车记录仪的记录也可以作为现场证
据）。

事故双方无需等待交警、保险
公司查勘员到场，固定证据后，便可
以撤离事故现场，保障道路交通顺
畅，避免车主在事发现场焦急等
待。离开事故现场，双方约定去快
处快赔中心接受交警处理。

事故如造成人伤，请尽
快报警并通知保险公司处
理。

8282..11%%4G网络覆盖率达99.6%

我省信息基础
设施整体水平

2211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