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农产品物流

总额累计806.25亿元

同比增长4.10%

进口货物物流

总额200.38亿元

同比增长4.66%

外省流入我省物品物流

总额1625.36亿元

同比增长9.4%

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
（即邮政快递物流）

总额11.1亿元
同比增长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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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尤梦瑜

2017年 11月 14日至 2018年 1
月17日，七届省委第二轮巡视安排6
个巡视组对海口市及所属秀英区、龙
华区、琼山区、美兰区，三亚市及所属
海棠区、吉阳区、天涯区、崖州区，万宁
市，东方市，乐东黎族自治县，陵水黎
族自治县进行了常规巡视。3月11
日至13日，省委巡视组分别向这6个
市县、8个区反馈七届省委第二轮巡
视情况，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书记
专题会议精神，并对巡视整改工作作
出安排部署、提出明确要求。
从3月中旬至今，被巡视市县通过层
层压实责任、加强督导检查等多种有
力措施，根据巡视组反馈意见，逐一落
实整改。近日，被巡视单位先后公布
整改落实情况。本轮巡视中发现的问
题集中在党的领导弱化等多个方面，
各个被巡视市县以问题为导向，动真
格、下大力，既解决“急症”，又注重长
效，切实整改让巡视工作的成果得以
落地的同时，更让各被巡视市县真正
做到“以人民为中心”。

正视“政治体检”
严抓作风问题

巡视工作是国之利器、党之利器，

开展巡视工作是对被巡视单位的一场
政治体检。

“四个意识”不够强是七届省委第
二轮巡视中发现的重要问题之一。接
到巡视组反馈后，6个市县、8个区迅
速反应，抓重点、抓要害，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责任担当。

3月13日，接到省委第一巡视组反
馈意见当天，龙华区委迅速组织召开常
委会，学习传达《省委第一巡视组巡视
海口市龙华区的反馈意见》。3月以
来，龙华区多次召开省委巡视整改工作
领导小组会议，切实推进整改工作。

针对巡视组反馈的“关于区委对
抓班子带队伍的政治自觉不够高，对

‘四个意识’的学习、理解不够深透，
对全区党员干部政治纪律政治规矩
方面的约束和管理，只有原则性的要
求、没有具体方法的问题”，龙华区通
过组织干部职工参加党纪法规学习
教育和测试活动以及宣讲月等多项
活动，加强全区干部职工政治纪律政
治规矩意识。

乐东针对对“四个意识”的认识、
理解不够全面的问题，深入推进“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值
得一提的是，乐东还通过开展群众喜
闻乐见的文艺活动，将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深入宣传
到田间村落。

层层压实责任
落到实处惠民生

七届省委第二轮巡视工作反馈的
整改意见中，有多项问题反映在民生
领域。脱贫攻坚工作是海南建设自由
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
基础性工程，对扶贫领域的深入巡视
也是本轮巡视工作的重点内容。针对
反馈意见中的“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不
够扎实”，各市县层层压实责任，扛起
主体责任担当，加大相关工作力度。

针对“‘菜篮子’工程闲置率高，未
有效发挥平抑菜价作用”的问题，海口
市正积极依托农批市场开发提高仓储
利用率，增加“菜篮子”冷库储备量，计
划引进加工、分拣、配送企业增加储备
安全库存，同时加快大型农批项目二
期建设。

省委第三巡视组在对万宁的巡视
中，发现“2016年全市计划实施的十大
脱贫攻坚工程中，乡村旅游脱贫等5项
工程未能按时完成，其中3项工程未按
方案实施，2项工程未完成资金支出进
度”。就此问题，万宁对2016年全市计
划实施的十大脱贫攻坚工程中未按时
完成的5项工程资金进行回收并重新调
整安排；同时加大乡村旅游脱贫力度，

积极开展椰级乡村旅游点创建工作。
今年 4月 28日，万宁文通梦想

庄园、兴隆咖啡谷顺利被评为四椰
级乡村旅游点，排溪椰林渔舍、兴隆
橄榄树山庄、万城溪边村被评为三
椰级乡村旅游点。为了进一步加强
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基础工作，万
宁还制定了《关于实行扶贫资金支
出进度月（周）报和通报约谈制度的
通知》的方案。

东方为整改“识贫不准问题突出”
等问题，成立市脱贫攻坚指挥部，进一
步强化脱贫攻坚组织领导；对照省反馈
问题清单，制定出台《东方市扶贫开发
成效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方案》，开展贫
困人口漏评、错退排查工作，进行地毯
式、拉网式、一户不漏地排查，截至目前，
针对漏评共排查52061户243647人。

善用巡视成果
长效机制促发展

巡视的目的不仅是对当下存在问
题的立行立改，也是为长远工作筑牢
思想和行动基础。生态文明建设、地
区规划发展，这些领域中所发现的问
题，其整改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
要长远谋划、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

省委第二巡视组在对陵水的巡视
中，发现陵水对“生态文明建设认识不
到位，工作滞后”。巡视组指出，陵水

“针对重经济发展轻生态保护、先发展
后治理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方式没有根
本改变，生态环境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的问题”。

对此，陵水加快县城污水处理厂二
期工程及提标改造工程，积极开展雨
污分流调查工作。事关长远，但不可
好高骛远，要从眼下的具体细节抓起、
做起。陵水县委将适时组织“回头
看”，针对巡视中发现的问题加强跟踪
督办，工作力度始终如一。要以运用
好巡视成果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发展
好陵水经济社会大局，把整改成果转
化为推动陵水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第四巡视组指出三亚市存在“新
发展理念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作为

“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这一重要任
务中的关键一环，三亚积极行动，加以
整改。例如，为了加强全域旅游发展
顶层设计，三亚市对目前“大三亚”旅
游经济圈的各项规划和设计方案进行
梳理，组织行业专家、企业代表和媒体
代表近40余人参加大三亚旅游经济
圈顶层设计研讨会，委托第三方开展
相关调研及编写有关“大三亚”旅游经
济圈顶层设计的建议报告。

整改落实巡视工作中发现的诸多问
题不是终点而是更高标准的新起点。
各被巡视市县将通过建立长效机制，
巩固成绩的同时，切实做到一次整改、
长远受益。 （本报海口8月7日讯）

海口市纪委通报5起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叶媛媛）为发挥
典型案例警示威慑作用，进一步推动省委巡视反
馈“四个问题”的彻底整改，海口市纪委5日通报
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典型案例。

2013年至2016年，海口市渣土管理所以工
作为名，违规多发放油料费638071.59元。其中，
时任党支部书记、所长邝飞领取66745.45元，时
任党支部副书记、副所长欧桂林领取41451.47
元，时任办公室主任陈国荣（已退休）领取
42159.05元，时任驻市政务中心窗口负责人曹佳
领取67011.27元。经邝飞同意，渣土管理所以车
辆维修费方式套取资金，购买2辆编制外汽车，并
分别将汽车过户至应急处置中队中队长唐海深、
时任报账员谭艳清名下归其使用，该车产生的保
险费、维修费共计 30573.1 元在渣土管理所报
销。此外，以上人员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
2017年12月，邝飞受到留党察看二年、行政撤职
处分，降为副科级非领导职务；欧桂林受到撤销党
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降为副科级非领导职务；
陈国荣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曹佳受到党内警
告、行政警告处分；唐海深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
政记过处分；谭艳清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过
处分。相关违纪款已收缴。

海口市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李仙超标准发放工作补贴问题。2015年11月至
2016年12月，经李仙同意，海口市海洋环境监测
中心超标准发放加班补助7343.2元、误餐补助
21040 元，共计 28383.2 元。其中，李仙领取
4227.15元。李仙还存在将装修项目化整为零规
避招标的违法行为。2018年6月，李仙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政务记过处分。相关违纪款已收缴。

海口市美兰区协税办主任李文远（非中共党
员）违规发放津补贴、超标准职务消费问题。李文
远在担任区招投公司董事长期间，违反国有企业
领导人员廉洁从业有关规定，以报销个人支出费
用的方式给公司高管发放额外津补贴84000元；
在明知公司连年亏损的情况下，购买进口汽车一
辆，长期由其个人使用；每月使用车辆油料费明
显超过该公司规定的公车每月用油标准，存在奢
侈浪费行为；租赁商品房作为临时办公场所并配
备高档办公设备，由其个人办公使用。2018年1
月 2日，李文远退还车辆油料费 18783.55 元。
2018年6月，李文远受到政务记过处分。相关违
纪款已收缴。

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街道白坡里社区干部唐
冰、李林霖、梁丽、陈设同意违规发放并领取补助
款问题。2014年至2015年间，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唐冰多次主持召开社区“两委”班子会
议，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居委会委员李林霖，党支
部委员、居委会副主任梁丽，居委会副主任陈设参
加会议，同意违规发放补助款共计44200元。其
中，唐冰、李林霖、梁丽、陈设每人领取6700元。
2017年11月，唐冰、李林霖、梁丽、陈设等4人均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相关违纪款已收缴。

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龙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丁有东，原村委会委员、报账员吴泽河虚
报套取资金、违规发放补贴等问题。2014年，丁
有东授意吴泽河虚报套取资金4000元，并主持召
开班子会议决定将奖励给单位的3500元一同发
放给村干部，违规发放补贴共计7500元。此外，
丁有东还存在未经集体讨论违规购买办公设备的
违纪行为。2018年6月，丁有东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吴泽河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海口市纪委提醒，上述案例中是不知止、不收
敛、不收手的典型，必然受到严肃处理。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要深刻汲取教训，切
实引以为戒。

潜逃19年多

海南省粮食局原党组书记、
局长陆万朝投案自首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李远刚 王威）8月4日上午，潜逃19年多的海南
省粮食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陆万朝在海口投案自
首。据悉，这是5月省委常委会会议专题部署“海
南天网2018”专项行动后我省追回的第9名、今
年以来追回的第11名在逃人员。

陆万朝，男，1945年 5月生，1991年 7月至
1995年12月任省民政厅副厅长，1995年12月至
1999年5月任省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1999年
3月，在纪检监察机关依法对其立案审查期间潜
逃。1999年11月30日，经省委批准，陆万朝被开
除党籍和公职。

借学习考察名义组织公款旅游

陵水两校长受处分
本报椰林8月7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

谭馨馨）因借学习考察名义组织公款旅游，日前，
陵水黎族自治县纪委对陵水思源实验学校党支部
书记、校长刘志刚及陵水民族中学党支部书记、校
长郑丕远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据了解，刘志刚曾任陵水民族中学相关负责
人。期间，他纪律意识淡薄，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
对学校组织教师到三亚、昌江、儋州等市县学习考
察活动没有周密安排和严格要求，对学习考察活
动监管不到位，致使学校8名中层以上干部以及
23名高三年级教师借学习考察名义公款旅游，在社
会上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

郑丕远在担任陵水民族中学党支部书记、
副校长期间，纪律意识淡薄，以外出学习考察的
名义组织学校8名中层以上干部以及高三年级
教师共31人用公款到三亚、昌江、儋州等市县
景点参观旅游并参与其中，其行为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

第二轮巡视被巡视市县以问题为导向落实反馈意见

做好巡视“后半篇”以实效取信于民

近日，记者在海口东西湖
公园看到,一边是市民游客享受
着鱼翔鸟飞的美好生态，一边
是维护东西湖公园的工人在默
默付出保护环境，成为一道独
特的风景。

据了解，经过综合整治，东
西湖水质已达到地表水Ⅴ类标
准，在整治过程中还增加了沿
线栈道等亲水性设施，提升了
东西湖游玩舒适度。

如今，东西湖公园已成为
市民游客休闲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岁月静好的背后
是默默付出

乐东检察机关运用
无人机助力公益诉讼

本报抱由8月7日电（记者梁君穷）
近日，乐东黎族自治县检察院派驻龙沐
湾检察室首次利用无人机对辖区内一处
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现场进行实地航拍。

由于涉案面积较大、地形复杂，为
完善相关证据，龙沐湾检察室决定启
用无人机进行现场勘查。8月6日下
午，干警熟练操控无人机对沿该处河
道一公里内被非法采砂人员破坏的现
场进行拍照、录影取证。

乐东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乐
东检察院将继续利用科技的力量更高
效率、更高质量地推进“增绿护蓝·公益
诉讼”专项行动，为保护好乐东生态环
境，促进乐东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那道山梁，不知攀登了多少次；
那片森林，不知巡护了多少回。

今天，三亚市吉阳区大茅片区护林
员李学忠习惯性地带上雨伞、揣着手
机，又开启了巡山之旅。干这行已有
15年，他动情地说：“看着那一草一木，
就像自己孩子一样亲切！”这样有情怀
的护林员在三亚一共有269个，巡护着
全市73万余亩生态公益林基地。

“看似寻常最奇崛”的故事还有
很多。三亚市崖州区护林员张贻强
进山不携带火柴、打火机，犯烟瘾时
掏出香烟闻一闻，接着又开始巡山。
吉阳区管护员周磷峰顶住多方压力，

及时向林业部门报告毁林案件，使涉
事人员受到处罚。

据三亚市林业局统计：由于巡护
及时，2017年 1月以来全市查处毁
林刑事案件35宗、行政案件24宗；
处置 30 余次火警，未发生森林火
灾。生态公益林等林业资源得到有
效管护，全市森林覆盖率达69%，环
境优势巩固提升。

“三亚生态公益林保护的经验很
好，其成功之处就是敢于亮剑！”省林
业厅厅长夏斐称赞，三亚还有许多做
法值得在全省林业系统推广。

三亚是如何有效保护生态公益林
的呢？三亚市林业局局长陈斌介绍，三
亚创新机制，推出了多项得力举措。

对护林员队伍实行“优胜劣
汰”。一年来，三亚市护林系统开除
了不作为者29人，提升表现出色的5
人为管理员、2人为技术员，并实行

“底薪+绩效”机制。
加大抽查考核力度。去年三亚

市对护林员总抽查率达到66.02%，
其中立才农场立才片区、南滨农场抽
查率均为100%。今年还将扩大抽查
覆盖面。

在重要时段24小时值守。吉阳
区农林局副局长彭海光感慨地说，清
明节期间，护林员全天盯紧林地墓碑
前烧冥币行为，带着盒饭或干粮在别
人墓碑附近就餐，个中辛苦和感受，
不言而喻。

提升护林科技含量。“利用平板电
脑录入林界线叠加航拍图等，随时从面
上掌握全市公益林的信息。”三亚市林
业局资源与保护科技术员宋立冬说。

坚持“打击+教育”方式。今年6
月11日，天涯区护林员将涉嫌违法
毁林开荒者扭送至警方。次日，该区
迅速清理被侵占地块。同时，各公益
林片区以毁林案例现身说法。

随着护林、爱林教育的增强，群
众思想意识不断提升。“环境变好了
都受益，我们要支持公益林保护！”曾
因毁林受过处罚的崖州区南山村村
民苏某宝表示，以后如果发现有人侵
占公益林，会主动举报。

（本报三亚8月7日电）

推出多项得力举措，有效管理73万亩生态公益林

护林，三亚敢于亮剑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梁振
君 邵长春）省发展改革委昨天披露
的信息显示，2018年上半年，我省物
流需求保持稳定增长，社会物流总费
用逐步下降，物流服务质量进一步提
升。从总体上看，上半年我省现代物
流业运行保持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
势，全省社会物流总额为3589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加6.32%，

社会物流成本继续下降。
据了解，上半年我省社会物流需

求稳定增长，总体来看，全省物流总
额呈稳定增长的态势。

社会物流成本继续下降。上半年
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369.03亿元，同
比增长 8.27%。其中：运输费用
162.24亿元，同比增长9.32%；保管费
用137.70亿元，同比增加7.49%；管

理费用69.09亿元，同比增长7.43%。
从结构上看，运输费用占社会物

流 总 费 用 的 43.54% ，同 比 增 加
0.42%；保管费用占社会物流总费用
的37.31%，同比减少0.27%；管理费
用占社会物流总费用的18.72%，同
比减少0.15%。

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
为15.16%，比上年同期降低了0.34

个百分点。每百元社会物流总额花
费的社会物流总费用10.28元，与上
年同期基本持平。表明当前物流运
行效率稳步提升，单位物流成本持
续回落，物流领域降本增效成效逐
步显现。

社会物流业务收入稳步增长。
上半年全省物流业总收入269.89亿
元，同比增长6.27%。

海口评选出
十佳工业企业

本报海口8月7日讯（记者计思
佳）记者今天从海口市政府获悉，海口
日前公布2017年“海口工业年度十佳
企业”名单，其中8家为医药企业。

2017年“海口工业年度十佳企业”
具体名单为：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
司、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椰树集
团海南椰汁饮料有限公司、海南红塔卷
烟有限责任公司、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
司、海南通用三洋药业有限公司、海南
中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奇力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先声药业有限公司、海
南长安国际制药有限公司。

据了解，近两年来，海口注重精准
施策，努力下好医药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的“先手棋”。于2017年3月份制
定出台了《关于鼓励医药企业积极开
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
的若干规定》，以“降成本、补短板”为
突破重点，实现精准发力。

我省现代物流业发展稳中有进

上半年全省社会物流总额达3589亿元
工业物流

总额945.91亿元

同比增长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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