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我省
车 辆 总 数 约

33万辆

入岛车辆

同比增长

11.63%

本报海口3月14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记者今天从省公安厅获悉，今年春运期间全省道路安全有序，全省道路交通事故同比下降一半。

本报海口3月14日讯（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何志成 汪蓓）为期40
天的春运落下帷幕。记者今天从海
南海事局2018年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春运期间，海南辖区水上交
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人员伤
亡事故。

据了解，在水上客货运输方面，

海南海事局春运期间保障海南辖区
12万艘次船舶安全进出港，其中客滚
船7540艘次、渡船30219艘次、旅游
船舶90937艘次；保障水上旅客670
多万人次安全出行，其中仅琼州海峡
过海旅客就超过360万人次，过海车
辆72万辆次；保障1432万多吨货物
安全运输。

水上险情处置方面，春运期间海
南省海上搜救中心共接报险情9宗，
协调派出船舶22艘次、飞机1架次，
遇险船舶6艘，涉及遇险人员39人，
成功获救39人包括外籍遇险人员23
人，人命救助成功率100%。其中涉
及渔船渔民险情4起、涉及商船1起、
涉及客滚船旅客落水2起、涉及游客

游泳险情2起。
据悉，为保障春运期间水上交通

运输安全工作，海南海事局累计出动
执法人员6125人次、执法车辆857
辆次、执法船舶346艘次，累计巡航
时间 738小时，巡航里程 4455.5 海
里，发布安全信息4786条次，纠正违
章行为357次。

全省道路交通事故同比下降一半
全省查处交通违法20万余起

春运以来，全省共发生适用
一般程序处理的道路交通事故

118起，比2017年春运同期下降

52.4%，死亡59人，下降18.1%

事故同比下降

我省12万艘次船舶安全进出港
未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春运期间，道路疏堵保畅工作压力较往年明显增加

离开我省
车辆总数约32
万辆

出岛车辆

同比增长

10.01%

全省共出动交警警力

10 万人次，警车 3 万辆
次，启动交警执法站 71个，

设置临时执勤点 144 个，

开展集中统一行动405次

出警情况

共 查 处
道路交通违
法行为 20 万
余起，其中酒
后 驾 驶 276
起（醉 驾 47

起）

查处情况

制图/杨薇

春运期间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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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村光纤网络
实现全覆盖

本报临城3月14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王婧 符科丘）记者今天从临高县工信局获悉，临
高县积极推进信息化建设，加快4G基站和光纤
网络的建设，目前实现了40个整村推进贫困村
光纤网络全覆盖，光纤宽带和4G信号覆盖率不
断加大。

临高县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临高农村地
区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长期落后于城区，为进一
步加强农村地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消除信
号覆盖盲区，2017年以来，临高光网建设和4G基
站建设向行政村、旅游扶贫重点村、自然村、农垦、
农业基地拓展，新增了4G覆盖区域，实现高速公
路4G全覆盖。其中，完成行政村光网建设覆盖率
39%，旅游扶贫重点村、百镇千村光网建设覆盖
26%，自然村光网建设199个；城区新增4G覆盖
站57个，行政村4G覆盖率达49%，自然村4G覆
盖建设582个，全部超额完成省下达的建设任务。

当前，临高整村推进贫困村共完成了40个行
政村85个自然村的光纤网络覆盖任务，实现贫困
村光纤网络全覆盖，为农村淘宝电商提供了更全
面的网络信号支持。

此外，临高还积极推进WLAN的建设，完成
了在高铁临高南站、公园等主要公益公共场所
WIFI建设并向居民开放，免费使用。下一步，临
高计划加大4G光网建设力度，实现全县4G网络
覆盖率。

本报讯（记者周元）为表彰先进，
更好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省委
宣传部近日命名海南省第四批学雷锋
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

2017年以来，全省各市县、各行
业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开展各具特色
的岗位学雷锋活动，涌现出一批先进
单位和先进个人，其中，海南省绿舟
应急救援服务中心荣获全国学雷锋
示范单位，琼海潭门镇林桐村09033
渔船船长邓大志荣获全国岗位学雷
锋标兵。

据了解，本次命名的我省第四批
学雷锋活动示范点有10个，岗位学雷
锋标兵有10名。省委宣传部希望被
命名的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
厉、埋头苦干，更加自觉地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做雷锋精神的忠实传
承者。同时希望各市县、各行业以这
次命名活动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着眼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动员
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推进伟大事
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伟大征程中来，扎
实深入开展岗位学雷锋活动，形成践

行雷锋精神、争创一流业绩的生动局
面，为建设美好新海南作出更大贡献。

一、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1.海口新海港志愿服务站
2.海口旅游职业学校
3.儋州市人民医院客户服务部
4.海南义德实业有限公司
5.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七坊

人民法庭
6.定安县定城镇西门社区
7.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工商局三

道工商所

8.屯昌县南坤镇南坤中心小学
9.琼海博鳌镇志愿服务驿站
10.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琼

中城北加油站

二、岗位学雷锋标兵

1.胡文捷（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海南监管局办公室科长）

2.沈音钊（海口市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办公室科员）

3.谢金龙（三亚同心义工社社长）
4.王祝云（陵水黎族自治县社

会管理综合信息指挥平台办公室

网格员）
5.羊昌茂（儋州市第二中学党支

部副书记）
6.蔡亲鹤（文昌市文城捌捌潮牌

美发店店长）
7.张雪梅（临高县皇桐中学团支

部书记）
8.曾德仕（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项目投资服务中心副
主任）

9.柳洪建（海南省贸促会派驻白
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向民村第一书记）

10.钟 诗（昌江黎族自治县职业
教育中心团委书记）

我省第四批 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岗位学雷锋标兵 名单揭晓

洋浦高端制造业产业园
26个项目建设启动
今年内将搬迁安置800多户

本报洋浦3月14日电（记者曾
毓慧 通讯员罗其才 叶燕菁）记者
从今天召开的洋浦2018年度搬迁拆
违大会战动员大会获悉，今年洋浦
搬迁安置资源向高端制造业产业园
区项目倾斜，将分三个阶段完成高
端制造业产业园区及基础设施建设
共计26个项目的搬迁清表工作。经
初步统计，届时将搬迁安置800多户
居民。

据了解，目前，洋浦已成立高端制
造业产业园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搬迁
安置指挥部，并协调各个职能部门下
设工作组，按照时间节点进村入户动
员搬迁户签订搬迁安置协议等。据洋
浦搬迁安置办有关负责人李应介绍，
经初步统计，今年高端制造业产业园
区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涉及800多户
居民搬迁安置、约8000亩用地的清
表。目前，安置房规划选址等前期工
作已有序开展。

3月14日上午8时，在霏霏细雨
中，维京邮轮“太阳号”缓缓靠近海口
秀英港码头。这是该邮轮首次访问
海口，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登轮与
船方交换纪念牌匾。船上的869名
欧美客人下船登岸畅游，海口秀丽迷
人的风光和热情周到的服务给海外
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

海口市口岸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邮轮已渐渐成为海口港口的“常
客”。为了让口岸通关服务更优质、
高效、便捷，口岸办建立了邮轮报告
制度，信息联络等机制。目前邮轮
旅客人均通关时间为8.1秒，其中入
境通关时间6.5秒，出境通关时间
9.6秒。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张茂 摄影报道

维京邮轮“太阳号”
首访海口

869名欧美客人登岸畅游

2017年至今
扶贫领域问责264人次

本报海口3月14日讯（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
周群波）记者今天从海口市纪委市监委获悉，
2017年以来，该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先后开展了
扶贫领域的多项专项巡察和专项督查，取得明显
成效。2017年至2018年2月底，海口共查处扶
贫领域问题145件，处理相关责任人264人（次），
立案43件，党纪政务处分36人，点名通报曝光典
型案例7期30件56人。

海口进一步拓宽问题线索搜集渠道。全市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开展了“走基层察民情，助力脱贫
攻坚”大下访活动，联合民政、扶贫、司法等部门到
4个区扶贫领域问题较为集中的8个镇（街）进行
现场接访；对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走访全覆盖，搜
集有关问题线索，共走访3464户，其中贫困户
2060户、非贫困农户1404户，共发现问题线索
16条，立案5件，党纪政务处分5人。

开展扶贫专项巡察，发挥利剑震慑作用。海
口市委对统筹协调全市脱贫攻坚工作的市委农办
党组织开展扶贫专项巡察；琼山区委对扶贫领域
问题较集中的2个镇、与扶贫工作联系密切的7
个区直机关党组织开展扶贫专项巡察，发现线索
13件10人；龙华区委对涉农项目和资金较多的
农林部门党组织开展专项巡察，聘请第三方会计
师事务所对扶贫专项资金进行审计。

海口市纪委市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2017
年以来，海口通过开展大走访大下访、履职行权监
督检查、紧盯违反“四议三公开”执纪、扶贫专项巡
察和专项督查等，多措并举履行专责监督责任。
今后将继续强化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打通扶
贫措施落实“最后一公里”，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
供坚强纪律保障。

本报海口3月14日讯（记者郭
萃）近日，海口国家高新区编制印发
了《海口国家高新区入驻园区企业
与项目享受地方优惠政策汇编》，优
惠政策涵盖税收、设备资助、资金奖
励、运输费补贴、医药产业扶持、科
研扶持、人才扶持、融资扶持、知识
产权及标准等11个方面，共37条，
其中，设备资助方面最高可奖励600
万元。

在税收方面，为鼓励企业创税，
规定以2009年以来企业生产性经营
的增值税、所得税实际入库之和最
高值为基数，对当年实际缴税超出
基数100万元的税收增量的市级留
成部分给予100%奖励。另外新注

册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3000
万元（含）以上的，凡在批准注册登
记之日起2年内建成投产的工业企
业，自项目投产之日起3年内，给予
企业上缴所得税、增值税市级留成
部分100%扶持，第四、第五年给予
50%扶持。

在设备资助方面，规定工业企业
购置主要生产设备数额超过300万
元（含），一次性给予设备款3%的资
助；在资金奖励方面，规定对实现规
模扩张和效益增长的企业经营团队
进行奖励，对年度工业总产值首次分
别达到5亿元、10亿元、20亿元、50
亿元、100亿元，并且与之相对应的
实缴税金分别达到3000万元、6000

万元、1.2亿元、3亿元、6亿元的工业
企业，当年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企业
经营团队30万元、60 万元、120万
元、300万元、600万元，其中30%以
上奖励给企业主要经营者；在医药产
业扶持方面，规定医药企业兼并重组
的，重组后产生的税费，按市级留成
部分的50%给予奖励，医药企业出口
将奖励从15万元到300万元不等；
每个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品种
的扶持金额在50万元以上，最多可
以达到300万元。

此外，在科研扶持方面，规定对
当年新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或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的工业企
业，一次性给予100万元的补助，补

助资金专项用于企业技术研发，对
经科技部等国家部委评价考核被认
定为国家级创新型企业或国家技术
创新示范企业，一次性给予企业50
万元的奖励；在人才扶持方面，规定
对引进带项目、带资金的科技型创
业领军人才，给予100万元项目启
动经费，世界一流科技创新团队给
予500万元资助，国际先进科技创
新团队给予300万元，国内领先科
技创新团队给予200万元；在知识
产权及标准方面，规定企业自主创
新年获发明专利5件以上，且有3件
以上实施的奖励5万元，年获发明
专利10件以上，且有6件以上实施
的奖励15万元。

优惠政策来啦！

企业入驻海口高新区最高可奖600万元

师生爱心认购滞销玉米
为东方农户解燃眉之急

本报讯 （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余梦月）“陈
老师3袋、李老师2袋……”3月10日上午，一场
爱心接力活动令海南大学教职工微信群热闹起
来。不到一天时间，该校师生就将4000斤甜玉
米订购一空。

日前，海南大学从东方市农业局了解到，受琼
州海峡封航及云南玉米市场冲击等因素影响，东
方出现了玉米收购价格低迷、销售困难的情况，农
户面临增产不增收的不利局面。

海南大学在获知这一情况后，第一时间与东
方市农业局联系，并于3月9日奔赴东方认购甜
玉米4000斤，想方设法尽最大能力为当地农户分
忧，缓解玉米滞销压力。

海南大学工会积极组织各基层工会发动宣传
攻势，发出了“我为农民尽点力，人人购买爱心玉
米”的倡议，得到了广大教职工和学生的反响热
烈。截至3月13日上午，该校教职工共已认购玉
米3.8万余斤。

该校不少学生也加入到这场爱心活动中：他
们或认购爱心玉米，或志愿服务设点帮销，或积极
设计销售软件，想方设法拓宽销售渠道帮助农户
增收……

海南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大学将每隔
一天就认购一次玉米，直至玉米价格回暖为止。
此外，来自省内外的爱心单位、企业、人士也已经
开始前往东方认购玉米。

海大

临高

海口

提高用电服务体验
海口供电将全面推行
客户经理+设备主人制

本报海口3月14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姚其欣）今天记者从海
口供电局获悉，为切实提升客户用电
体验，该局将于4月开始全面推行客
户经理+设备主人制。

为满足海口市民从“用上电”转
变成“用好电”的电力服务期待，今年
初海口供电局便选取了演丰、大致坡
等地试行客户经理+设备主人的工作
模式，简化了工作流程，让用户与客
户经理、设备主人直接点对点进行沟
通，令用户问题在属地范围内得到快
速解决。

以海口市演丰镇为例，今年2月
以来，该镇居民房前的电表箱上，都
贴着一张小卡片，上面不仅有南方电
网95598统一微信服务公众号的二维
码，还写着海口供电局演丰供电所其
中一名客户经理及设备主人林智堂
的联系方式。

林智堂表示，客户经理起到了
老百姓和供电部门之间沟通桥梁的
作用，服务方式更便捷，也更结合实
际。设备主人的身份又要求他经常
实地走访勘察，熟悉轄区内用户电
表设备情况，因此，许多客户在向
他反映用电情况时，问题诉求更容
易被理解，也可以得到更加快速的
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