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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关于公开征集交通运输行业“运霸”问题
相关线索的通告

为切实解决侵害群众利益的交通运输行业非法收取保护费、欺
行霸市垄断运输等“运霸”问题，深挖背后“保护伞”，省公安厅将会
同相关部门在全省开展专项打击行动，现向社会公开征集举报线
索，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检举揭发违法犯罪行为和党政机关干部
充当“保护伞”的线索。

相关单位将对举报人的信息严格保密，依法进行保护；对举报人
进行打击报复的，将依法从严惩处。举报内容要实事求是，如实提供
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活动范围及主要犯罪事实、依据，不得虚构或
夸大事实，不得故意捏造事实诬陷他人；不得恶意拨打举报电话。

凡提供线索协助破案、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员的，将奖励5万
元人民币。

公民举报情况、提供线索，可采取电话、信件、电子邮件和来人
举报方式以及通过海南交警官方网站、官方微博或微信举报，联系
方式为电话：0898-68835146；邮寄地址：海口市滨涯路9号省交警
总队督察科；邮箱：hnjjzddck@163.com。

征集时间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2018年8月22日

中国光大银行相关系统升级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行将在2018年9月9日（周日）

凌晨1点到2018年9月9日（周日）早9点进行系统升级维

护。升级维护期间将暂停部分业务。受影响的业务包括：网

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自助设备、银联、电子支付、缴

费、借记卡、贷记卡（取现和还款）等。

本次升级维护已向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正式报备。请您

根据自身的需要，提前做好相应安排，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

我行24小时客户服务热线95595咨询。我行对由此给您带

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并将努力缩短暂停服务的时间。同时对

您长期以来对我行的支持与厚爱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

2018年8月31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琼税二稽告〔2018〕2号

海南丰硕石油贸易代理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MA5RH2BE37，
法定代表人：欧翔天)：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
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二
稽通〔2018〕6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二稽通〔2018〕8号）公告
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机构
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32号）、《国家
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税务机构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公告2018年第12号）第一条规定；《税务稽查
工作规程》[2009]157号第二十二条规定。

1、自2018年8月15日起，你公司原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国家税
务局稽查局的税务稽查事项由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
局承继办理。 2、自2018年8月29日起，对你公司进行检查的人员
由潘岭、孟迪变更为潘岭、周琼。

特此公告
联系人：潘岭、周琼 联系电话：0898- 66969153
联系地址：海口市城西路22号606室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8年9月3日

广告

本报万城9月5日电（海报集团
全媒体中心记者李金波）8月31日，
由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
2018年全省“百家企业安全行”活动
走进万宁市后安镇。检查该镇在落实
消防安全、生产安全工作的情况，宣传
安全生产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

2018年7月24日，万宁市后安镇
开始施行《关于后安镇三套领导班子
成员及各单位消防安全、安全生产工
作分工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将

各班子成员、各部门工作分工责任细
化，有效落实了“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
管安全”的工作要求。

在后安镇吴村村委会办公楼前有
一座景观水池。“以前蓄水一般约1米
深，雨季时水深最高达1.8米，对于附
近的居民，是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
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后安镇人大副主
席裴振国说，《通知》文件下发后，该镇
相关部门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了防溺
水巡控排查，发现这一安全隐患后，投
入近5万元，拉土回填水池、加装防护
栏，全面进行整改。

检查组8月31日在现场看到，该
水池已经增设了多个出水管对池水进
行分流，将水深控制在30厘米左右。
吴村村委会办公楼旁边的乐晨幼儿园
园长陈嘉音表示，该镇安全督导组发
现问题后，及时督促整改，“使我们的
安全更有保障。”

“安全责任，重在落实。安全生产
工作分工细化，明确了安全生产责任，
也有利于各领域安全工作的具体化。”
后安镇镇长、镇安委办主任吴岳和认
为，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各部门更加主
动担当，作为能力明显加强，群众安全
意识也普遍提高。

检查组当日还来到海南口味王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行政主管丁
仕学介绍，自后安镇开展安全生产工
作分工以来，他们在该镇各级领导、相
关部门的监督指导下，在电动车停车
棚增加灭火器等消防设施，现在已有
100个灭火器、4个消防栓；同时由安
全专员对每位新入职员工进行三级安
全培训，指导交通安全防护措施。“我
们还为所有入职员工发放了反光背
心，要求员工上下夜班骑车必须穿着，
提高夜间骑车安全性，目前已累计发
放了4600件反光背心。”

1个多月来，后安镇镇规划所组

织人员对在建民房开展专项安全检
查；镇安监所、派出所对中元节期间燃
放孔明灯行为开展巡控打击工作；镇
国土所、镇打违控违工作队对非法采
砂行为进行打击，安全生产工作取得
了显著效果。

“我们根据‘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原则，
进行安全生产工作分工，明确到每个
班子成员、单位部门工作职责上。”后
安镇镇党委书记林道军表示：“今年
1月至8月，后安镇没有发生一起安
全生产事故，安全生产形势保持持续
稳定向好。”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百家企业安全行”活动走进万宁

明确责任分工 给生产生活系上“安全绳”
百家企业安全行

海口市东山镇东星村帮扶责任人华景良突发肠梗塞，村民无不牵挂

“希望老华快点好起来”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通讯员 陈创淼

“听说老华病倒住院了，我们
可以去医院看看他吗？”这些天，海
口市秀英区城管大队党支部副书
记、秀英区东山镇东星村帮扶责任
人华景良成了东星村贫困户最牵
挂的人。

从 2004 年开始，华景良就开
始担任东星村帮扶责任人。这几
年，随着脱贫攻坚战打响，华景良
来村里的次数越来越多，从过去的
一个月四五次变成一周四五次。
核实情况、帮扶发展产业、进行危
房改造、落实医疗费用……他为贫
困户的事奔前忙后，村里人都亲切
地叫他“老华”。

8 月 21 日奋战在扶贫一线的
华景良突发肠梗塞住院。动手术
前，他不忘交代帮扶工作。如今，
58 岁的老华躺在病床上，最放不

下的仍然是东星村的困难群众。

“为了扶贫工作，老华
付出很多心血”

“东星村14个村民小组的村民
都认识老华！”提到华景良，东星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高荣杆语气里
满是敬佩。“东星村有贫困户9户42
人，现在已有8户脱贫，老华付出了
很多心血。”

“他经常上午7点就到村委会，比
我们上班还早”……在村干部的印象
中，华景良做事特别认真，总是看他
背着个斜挎包走村串户、了解情况。

要做好扶贫工作，必须对帮扶对
象付出真心。脱贫村民吴廷良外出
打工意外摔断腿，全家人一下子失去
了经济来源，他的情绪也变得暴躁。
得知情况后，华景良经常跑到吴廷良
家，帮忙打扫前庭后院、落实医疗费
用，开导他积极治疗、重新振作。

2017年10月，华景良了解到贫
困村民黄文良一家人因病致贫。“老华
不仅帮我联系人社局，让我参加厨师
培训。看到我们家挤在10平米的祖
屋里，还帮忙进行危房改造。”黄文良
说，当时2017年的危房改造名单已经
确定，华景良赶紧联系秀英区住建局
和扶贫办，沟通后认定他家符合危房
改造的条件。如今，新房已经初具雏
形，黄文良一家年底就能搬进新家。

“忍着腹痛填写扶贫
材料，字迹都已模糊”

得知华景良生病住院，高荣杆叹
了口气：“他工作太投入，长期超负荷
工作，把自己累倒了。”

只要是去东星村的日子，早上6
时，华景良就骑电动车来到单位，再
开车一个小时到村里，一直忙到晚上
九十点，才返回市区。

秀英区城管大队党支部书记蔡

俊峰经常陪同华景良下乡。“他几次
跟我说肚子痛，我劝他赶紧去医院看
看，或者换年轻同志来替他。老华却
说，脱贫攻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
是最熟悉情况的，关键时候不能掉链
子，吃点药调理下就好了。”

8月21日，华景良与蔡俊峰在东
山镇扶贫办核对贫困户线上线下资
料。“一上午他都脸色发白、满头冒
汗，但还是一边揉肚子一边填写扶贫
手册。忙到中午，老华说他疼得难
受，我赶紧让他去车上休息，剩下的
我来弄。”

打开扶贫手册，蔡俊峰才发现，
华景良疼得笔都握不牢，扶贫手册上
的字迹很模糊。“这几天我又把手册
重新描了一遍。”

“手术前，他还在发短
信叮嘱扶贫工作”

8月21日中午，蔡俊峰把华景良

送到省人民医院。8月23日，华景良
被确诊为肠梗塞，肠道局部坏死，需
要手术，并被转院至省肿瘤医院。

因担心自己接下来几天无法说
话，8月23日下午，进手术室前，华景
良赶紧给蔡俊峰打电话，但没接通。
华景良又把扶贫工作在短信里给蔡
俊峰交代了一遍。

9月4日上午，秀英区城管大队
的同事们一同到病房看望华景良。
两周来全靠营养液支撑的老华看上
去非常干瘦，说话也很吃力。问他有
什么工作要交代的，他一脸忧虑地说
道：“吴毓富一家没啥经济来源，现在
全靠出嫁的女儿接济，大队和村里还
要再想想办法帮助他们。”

老华在病床上挂念着贫困户，贫
困户心里也牵挂着他。“我小女儿有先
天性心脏病，老华帮我落实了医疗
费。现在他自己却病倒了。希望老华
快点好起来。”黄文良说。

（本报海口9月5日讯）

本报保城9月5日电 （记者贾
磊 通讯员黄立明）5 日晚 8时许，
一场主题为“扶贫路上铿锵行”的
颁奖晚会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影剧院倾情上演，44 个奋斗在保
亭脱贫攻坚一线的优秀典型人物
与单位在此接受了属于他们的荣
誉和掌声。

“扶贫者，人恒爱之；济困者，行
善积德。”保亭县委书记王昱正在致
辞中表示，在这“决战脱贫攻坚，决胜
全面小康”的关键之年，广大党员干
部舍小家、为大家，下沉到村，扶贫到
户，勇挑重担、持续攻坚、无怨无悔，
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用实际行动
向贫困宣战，有力推动了脱贫攻坚各
项工作的落实。

当晚，王进程等16人当选2018
年保亭“创业脱贫致富之星”，黄秋玉
等9人当选2018年保亭“最美脱贫
致富带头人”，周麒修等14人当选
2018 年保亭“最美脱贫攻坚帮扶
人”，呀诺达等5家企业被评为2018
年保亭“最美脱贫攻坚爱心企业”。
晚会中，一部部精心制作的短片带领
现场观众走进保亭的大山深处、田间
地头，深入了解了优秀典型人物的真
实工作状态。

“脚下河水两岸边，新政扶贫在

攻坚。”获得“最美脱贫攻坚帮扶人”
荣誉称号的保亭新政镇石让村驻村
第一书记羊波在晚会互动环节，倾情
献唱歌曲《精准扶贫新政掀》，虽然没
有伴奏，但他饱含情感的歌声将晚会
推向了又一个高潮。

晚会结束后，王昱正表示，保
亭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的成绩值得

肯定，但也要清醒认识到，脱贫攻
坚形势依然严峻。目前，保亭仍有
7个贫困村，其中 2个是深度贫困
村，还有 1023 户 3618 人尚未脱
贫。脱贫攻坚工作任重道远，保亭
县委、县政府要举全县之力，汇聚
各方资源，为贫困群众谋发展，携
手奋力攻坚。

据悉，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南海网
曾于今年7月派出全媒体采访团队，
记录了保亭精准扶贫工作中的点点
滴滴，挖掘出不少可圈可点的“保亭
经验”，并专门推出了大型专题《扶贫
路上铿锵行——保亭扶贫故事之系
列报道》，展现了保亭脱贫攻坚工作
的战略与成果。

保亭举办“扶贫路上铿锵行”颁奖晚会
44个优秀典型人物与单位获表彰

保亭“扶贫路上铿锵行”颁奖晚会现场。 本报记者 贾磊 摄

海南白驹学校附近红绿灯“不干活”
存在交通安全隐患

相关部门回应：
尽快维修恢复正常使用

本报海口9月5日讯（记者邓海宁）5日上
午，有市民致电本报反映称，因海南白驹学校校门
附近的两处红绿灯未正常启用，致使学校附近路
段交通拥堵混乱，每天上学放学时段，家长和学生
过马路时都心惊胆战。

海南日报记者当天下午来到海南白驹学校
附近的振发横路，发现在振发横路和中山南路
交叉口新增了一处红绿灯，但没有亮灯，周边也
没有任何相关提示，在振发横路和振发路的交
叉口新增的红绿灯虽有亮灯，但始终处于黄灯
常亮的状态，旁边人行道斑马线处的红绿灯则
处于熄灯状态。

下午4时 10分，海南白驹学校开始放学。
海南日报记者看到，因为路口的红绿灯没有正常
启用，家长和学生在过斑马线时,要么左右张望
后快速通过，要么“组团”穿梭于车流当中，存在
不小的安全隐患。

家住附近的陈先生表示，这几天开车经过振
发横路时，经常碰到学生和家长与车辆抢行的情
况。前来接孩子的刘女士也抱怨，即使设有斑马
线，可红绿灯不起作用，“过马路还是担惊受怕。”

据海南白驹学校校长彭涛介绍，以前振发横
路和振发路的交叉口有一个临时使用的移动红绿
灯，但本学期开学前已经移走，然而该路口新修的
红绿灯未正常启用，导致交通秩序混乱。

海南日报记者随后联系了海口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据民警介绍，振发横路和中山南路交叉口
新增的红绿灯于今年8月初开工，目前工程已进
行至收尾阶段，下一步将抓紧划设斑马线，预计9
月中旬可投入使用。而振发路与振发横路交叉口
红绿灯仍由代建业主单位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负责日常管养，目前尚未移交给交警部门。

该民警表示，此前，为了确保路口交通安全有
序，在交警支队敦促下，振发路与振发横路交叉口
红绿灯已于8月9日简易开通运行，临时使用的
移动红绿灯也随之撤掉。但在近日使用过程中，
该路口红绿灯发生设备故障，交警支队已责令建
设单位尽快修复，并将派出技术人员进行指导，确
保此处红绿灯能尽快恢复使用。

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振发路与振发横路交叉口红绿灯属于琼山华
侨中学新校区周边规划路网工程内容，现已收到
红绿灯故障报修的信息，将于明日组织施工单位
进行维修，而整个工程将于年底交付使用。

强化扶贫领域
监督执纪问责工作

文昌今年以来问责
214名党员干部

本报文城9月5日电（记者李佳
飞 通讯员黄云平）海南日报记者5
日从文昌市纪委市监委获悉，根据文
昌市委出台的《脱贫攻坚战问题整改
大比武工作专项督查实施方案》，文
昌日前抽调50名纪检监察干部组成
7个督查组，深入全市17个镇开展脱
贫攻坚问题整改大比武工作专项督
查。今年以来，文昌已多次对扶贫领
域的问题进行专项监督检查，今年1
月至8月，共问责214名党员干部，其
中科级领导干部6名。

据介绍，此次督查采取入户走
访、实地查看等方式，对全市17个镇
开展脱贫攻坚战问题整改大比武工
作准备情况进行专项督查，并对照督
查组检查发现各镇存在的问题台账，
逐一检查整改落实情况。

经督查，发现已整改的问题
481个，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问
题11个，本轮督査新发现问题53
个，对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以及新
发现的问题，当场向责任单位反馈。

文昌市纪委市监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发现扶贫领域
违纪违法问题，强化扶贫领域监督
执纪问责工作，确保脱贫攻坚战问
题整改落实到位。

百姓难题 政府帮忙

洋浦全力推进
“两违”治理
今年共拆除违法建筑199宗
面积约7万平方米

本报洋浦9月5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李宁宁）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洋浦经济开发区“两
违”整治工作专题会议上获悉，今年1月至8月，
洋浦经济开发区共拆除违法建筑199宗，拆除违
法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

据了解，今年以来，洋浦积极推进包括违法用
地和违法建筑在内的“两违”整治专项工作，并取
得一定成效。截至目前，全区确认上报“两违”图
斑1033个，疑似违法占地面积约27万平方米，疑
似违法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

洋浦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发区各相关部
门要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全面推进“两违”治理
工作，维护洋浦经济开发区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正
常秩序，加快洋浦现代化建设进程，构建和谐文
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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