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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况予

以公示。
种润之，女，1963年5月出生，山东微山

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历史学硕士学位，
1981年8月参加工作，1986年2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信访局
办信综合处处长，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财政部条法司副司长（挂职锻炼），省人民政
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省跨海工程筹
建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正厅级）。现
任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正厅级）、办公
厅党组成员，拟提名为海南省残联第七届执
行理事会理事长人选，任省残联党组书记。

徐斌，男，1971年7月出生，湖北潜江人，
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1989年9月参加工作，1993年5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机关团
委专职副书记（副处级）、二处副处长，省法制
办公室备案审查处处长、法制综合处处长，省
人民政府督查室主任（正处级）。现任海南省
人民政府督查室主任（副厅级），拟任海南省人
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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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8日至8月24
日，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98）12380，65378954（传
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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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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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推进江东新区
美丽乡村建设
明年2月底前将推出示范点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记者张期望）8月19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政府获悉，为探索新型
乡村治理模式，大力推进海口美丽乡村建设，明年
2月底前，海口将在江东新区打造一至两个美丽
乡村示范点，助力江东新区建设。

为加强江东新区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的推进，海
口将结合江东新区概念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对
保留的村庄和新建的村庄按照美丽乡村标准和严
格的环保生态规划来推进，并探索新型乡村治理模
式。目前，海口市政府已要求相关部门对东寨港沿
线周边村庄进行摸排，为江东新区美丽乡村规划设
计做好准备，确保明年2月底前打造出一至两个高
水平、高标准、高质量、有乡愁的美丽乡村示范点。

白驹大道绿化改造工程将于年底开工。根据
要求，新的白驹大道将以高规格、高标准、高起点
来规划设计，完工后将成展示江东新区新形象的
一条景观大道。与此同时，海口将加强江东新区
内村庄规划建设，在继续强化风貌管控和提高新
建筑设计品位的基础上，对一些有条件的村庄进
行立面改造，大力加强古建筑古村落的保护以及
古建材的收集，使乡村成为美丽的田园综合体。

我省今年开展
17个农业保险险种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梁振宁）近日，我省下发了《2018年海南省农业保
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
知》指出，2018年，正式在全省范围内开展17个
农业保险险种，其中，中央财政补贴险种8个，体
现海南特色农产品和海洋特色的险种9个，对中
央险种和省级险种，实行不同的财政补贴政策。

据了解，中央财政补贴险种8个，具体是：橡胶
树保险、水稻保险、能繁母猪保险、育肥猪保险、森
林保险、玉米保险、甘蔗保险、制种保险。体现海南
特色农产品和海洋特色的险种9个，具体是：香蕉风
灾保险、芒果保险、大棚瓜菜保险、烟叶保险、农房
保险、渔船保险、渔民海上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瓜菜
价格指数保险和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试点）。

三亚⇌新山⇌吉隆坡航线
成功首航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胡
璐）8月19日20时45分许，在省政府、三亚市政
府及其他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海南联合航
空旅游集团携手马印航空开通的三亚⇌新山⇌吉
隆坡定期直飞航线顺利首航。

据介绍，该航线去程三亚-新山-吉隆坡航班
号为OD681，每周一执飞1班，三亚-新山航段于
北京时间03时00分从三亚凤凰机场起飞，当地
时间06时30分抵达新山士乃国际机场；新山-吉
隆坡航段于当地时间07时15分起飞，当地时间
08时15分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来程吉隆坡-
新山-三亚航班号OD680，每周日执飞1班，吉隆
坡-新山航段于当地时间20时45分从吉隆坡国
际机场起飞，当地时间21时45分抵达新山士乃
国际机场；新山-三亚航段于当地时间22时30分
从新山士乃国际机场起飞，北京时间02时00分
抵达三亚凤凰机场。

万宁市礼纪镇农联村委会的五堀村地表因非法采砂变得满目疮痍（无人机7月26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关注非法采砂专项整治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邹小和）8月19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省水务厅获悉，针对8月16
日新华社曝光个别市县存在非法采砂
及河道采砂管理等问题，全省水务系
统已经开始部署整改。省水务厅正在
联合省公安厅等省直有关部门制定全
省河道采砂专项整治方案，要重点查
处一批非法采砂违法犯罪行为，严厉
打击“砂霸”，深究背后“保护伞”。

8月17日，省水务厅召开打击非
法采砂工作会议。会议通报新华社
反映我省河道采砂存在问题，提出具
体的整改措施，会议认为，媒体的报
道是客观、实事求是的，既是对我省

水务工作的监督，又是对水务部门抓
工作的促进，要求各市县要高度正视
媒体反映的问题，要举一反三，立行
立改，加大巡查巡检力度，严厉打击
非法采砂行为。8月17日至19日，
省水务厅派出督导组，督导海口、万
宁、定安3个市县打击非法采砂窝
点，并查扣了一批设备。

针对非法采砂屡禁不止的问题，

水务、公安等省直有关部门联合制定
全省河道采砂专项整治方案，要重点
查处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性质恶劣、
情节严重的非法采砂违法犯罪行为，
查明非法采砂违法犯罪行为中涉黑
涉恶情况，对触犯刑律的非法采砂业
主立案调查；整顿一批非法囤销、非
法运输、非法洗砂以及明知砂材来源
非法仍大量购买使用的经营单位，铲

除非法采砂的销赃渠道；对河砂销售
环节存在垄断等行为，也要给予坚决
打击。

今年以来，我省加大对非法采砂
犯罪行为的打击，截至7月31日，全
省已破获非法采砂类刑事案件47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73人，刑事拘留57
人，查处治安案件58起，行政拘留
117人，开展巡查工作1754次、联合

执法2358次，共8256人次，查处、取
缔非法采砂点348处，查获采砂船只
143艘、抽砂浮台416处、抽洗砂设备
156台，处罚、暂扣铲车、挖机、各类运
输车2860辆，全省河道非法采砂得
到明显遏制。目前，除我省个别市县
的偏远河段和夜间出现非法采砂现
象外，在大江大河、重点水域大规模
长时间的非法采砂现象基本遏制。

我省多部门联合制定河道采砂专项整治方案

严厉打击“砂霸”深究背后“保护伞”

本报万城8月19日电（记者袁
宇 特约记者卓琳植）8月 19日，针
对新华社8月16日报道万宁存在的
河道非法采砂乱象，万宁市迅速响
应，在捣毁有关非法采砂窝点的同
时，加快对合法砂场违规作业问题
整改进度，举一反三，对全市非法采
砂点进行全面排查整治，并将在非
法盗采区域启动复垦整治项目，开
展生态修复工作，探索建立网格化
长效管理机制。

报道当天，万宁市委主要领导连
夜批示部署，派出4个由市领导带队
的暗访组对全市各非法采砂高发地
进行突击检查。同时，万宁成立由市
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为双组长的严
厉打击非法采砂专项整治领导小组，
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背后可能存在的

“砂霸”黑恶势力与“保护伞”，强力整

治非法采砂，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
责任。

8月17日上午，万宁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礼纪镇政府、礼纪边防派出
所等部门对礼纪镇五堀村非法盗采
矿的区域内的3处无证经营洗砂场
进行联合巡查打击，共捣毁盗采机器
1台，拆除活动工棚3间、抽砂管道3
条。目前，万宁市国土部门已将非法
盗采矿的区域列为复垦整治项目，复
垦整治方案正在报批中，同时工商、
公安、水务等相关部门将联合执法，
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在兴隆华侨农场橡胶园内非法
挖土采砂点，万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已对现场留下的机械、工棚进行清
理，同时委托测绘公司对该采砂点进
行测量核查，并将对违法当事人进行
立案调查。

万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
东和派出所还查处了万宁市国营
东和农场先锋队非法抽水采砂点，
摧毁2台抽砂机。目前，执法人员
正在追踪调查该地块土地权属人，
并委托测绘公司对该地块进行测
量取证。

万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开展严厉打击非法采砂专项行动的
同时，该市将启动生态修复工作，目
前已要求相关职能部门于3天内提
出修复方案，尽快修复生态环境。同
时，该市还将结合河长制、湾长制，建
立网格化巡查机制和举报奖励等系
列机制，通过源头管控、联合执法等
强有力手段，规范采砂行为。

8月 19日，万宁市政府发布通
告，依法严厉打击辖区内乱采滥挖、
乱堆乱放、违法销售、破坏环境等违
法行为，其中凡在该市没有合法砂

石来源、没有营业执照的砂石交易
和堆场都属于非法交易和堆放行
为，凡没有通过拍卖获得合法开采
权的挖采河砂、海砂和挖土洗砂等
非法开采行为都将被依法严厉打击
治理，凡涉事非法开采行为的人员
一律追究责任。

万 宁 还 公 布 了 举 报 电 话
（62236533，62217099），欢迎市民对
非法采砂、挖土及非法堆放交易进行
举报，对于举报线索或问题一经查实，
将视查处案件情况给予举报人一定
比例奖励，最高一次性可奖励5万元。

万宁部署整治非法采砂并发布通告

将启动复垦修复生态 严厉打击非法开采行为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记者计
思佳）8月19日下午，省委常委、海口
市委书记张琦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
议，听取海口打击非法采砂等情况汇
报，研究部署下一步整改工作。会议
强调，海口全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按照中
央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以更
大的力度、更实的作风、更好的举措，
深入推进打击非法采砂专项整治工
作，进一步巩固深化中央环保督察反
馈问题整改成果。

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了解到，针
对媒体日前反映的海口旧州作坊式
盗采点“游击”式作业和东山镇建及

砂场超时开采等管理不规范问题，海
口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作出批示，
海口市政府分管领导带队对报道反
映的问题逐一进行梳理和核查，研究
制定整改措施，并部署落实。

对于海口秀英区建及砂场超时
开采、超载损坏道路、靠近岸边作业，
对饮用水安全造成影响，未及时提供
开采方案等问题，海口市有关部门开

展核查时发现，建及砂场确实存在开
采方案不完善、超时开采、运砂车辆
损毁道路等现象。海口市水务局责
令建及砂场自8月18日13时起停业
整改。

对于上宅村水质受影响问题，海
口市水务局已委托检测机构取样检
测，根据检测结果制定下步整改措
施。此外，为了解决上宅村人口高峰

期用水量不足问题，秀英区水务局已
出资为该村打一口200米深水井，今
年8月底将投入使用。

经核查，运砂车辆经常通行的乡
村道路的确存在局部损坏现象。建
及砂场已于8月17日下午进场修复
破损路面，18日下午18时已对局部
损坏严重的路段修整完成。对车辆
超载问题，秀英区水务局已在建及砂

场出入口设立了一个值班工作室，对
过往车辆进行设卡检查，实时监管运
砂车辆满载及帆布覆盖情况，禁止明
显超载、私加盖板、未盖帆布或帆布
覆盖不严实等违规车辆驶离砂场。
对于提到的采砂作业影响河道水质
问题，海口市水务局已委托检测机构
取样检测，检测结果出具后再制定整
改措施。

海口部署河道采砂问题整改工作

责令秀英区建及砂场停业整改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记者周
晓梦）8月19日上午，省政府召开专
题会议，研究部署开展全省河道非
法采砂打击工作，要求坚持堵疏结
合、标本兼治，全力推动全省河道采
砂管理工作步入依法依规、规范有
序的轨道。

会议强调，非法采砂给生态环
境、营商环境、国有资产带来严重危

害。各市县、各部门要将打击非法
采砂专项行动统一到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号文件精神上来，统一到省委省
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将打击非法
采砂专项治理作为当前各级各部门
头等重要工作予以强力推进，坚决
采取措施遏制非法采砂势头，确保

我省河道采砂管理工作规范有序，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会议决定，一是全省立即开展
打击非法采砂专项行动。结合中央
巡视、中央环保督察以及我省自查
发现的问题，各市县要认真落实主
体责任，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督查指
导，纪检监察部门要强化纪律监督，
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行为，全覆盖，零

容忍，发现一起打一起，依法打击涉
黑涉霸的非法采砂行为，深究背后

“保护伞”，坚决遏制非法采砂行
为。二是开展综合治理，建立长效
机制。科学布局增加河砂源点，探
索机制砂和海砂淡化，拓展省外供
砂渠道，增加有效供给；建立采砂收
益与当地群众利益联结机制；加强
对河道、水库、湖泊、山体、林地、耕

地、道路、滩涂的综合治理；结合“河
长制”工作的落实，建立跨市县联合
巡查打击机制。三是加强宣传教
育。通过教育引导、集中宣传、重点
曝光、群众举报等形式，正面引导和
教育群众了解非法采砂的后果，自
觉抵制非法采砂行为，为打击非法
采砂行动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副省长刘平治主持会议并讲话。

我省研究部署打击河道非法采砂行为

坚持堵疏结合标本兼治 规范管理采砂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