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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1月7日12时-11月8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9

12

8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5

27

19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关于改革开放杰出贡献
表彰推荐人选的公示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党中央决

定表彰一批为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献的个
人。根据中央关于推荐改革开放杰出贡献表
彰人选的要求，经层层推荐、广泛听取意见、
充分酝酿、省委常委会研究，现将我省报送中
央的推荐人选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从2018
年11月9日8时至11月15日17时止。如对
推荐人选有异议，请于公示期间通过电话、邮
件、信函等形式向海南省改革开放杰出贡献
表彰人选推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信
函以到达日邮戳为准）。

王书茂，男，汉族，1956年12月出生，中
共党员，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
纪检委员。他尽心履职，努力工作，在村级事
务管理、保护海洋生态、推动渔民转型转产等
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荣获“全国劳动模
范”称号，是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电话：65381583
传真：65220911
电子邮箱：hnsgwyjkpc@163.com
通信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

海南广场1号楼402室
邮编：570203

海南省改革开放杰出贡献表彰人选
推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11月8日

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海南新力量”单元征片启事

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于12月9日
至16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为支持海南
本土创作，促进海南电影产业发展，推进海南
电影人与国内外电影人之间的交流，电影节
专门推出“海南新力量”单元，目前该单元开
始公开征片。

一、征片要求
1.参赛作品须为2016年1月1日后拍摄

及制作完成的长片或短片作品。
2.参赛作品须由报名者直接参与，且报

名者须拥有该作品的完整版权。
3.参赛作品主创为海南籍电影人、或制

作公司为海南本土制作公司、或以海南为故
事背景、讲述海南故事的影片。（以上条件符
合一条即可）

4.征片截止时间为11月18日。
二、报名材料
1.参赛作品为完整成片，影片大小不超

过3GB的MOV / MP4格式的文件；可发
送网盘链接。

2.所有影片须配有中英文字幕（无对白
影片除外）。

3.附加材料
（1）影片介绍，导演阐述（各300字左右）；
（2）影片海报1张，剧照3-5张（JPG格式）；
（3）导演近照1张（JPG格式）。
三、报名方式
11月18日前，参赛者将所有材料以“海

南新力量报名”为题，发送至电子邮箱
bjcw613@163.com。

四、组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梁雅菲
联系电话：18789989429
邮 箱：bjcw613@163.com

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组委会
2018年11月6日

■ 本报记者 良子 特约记者 宋洪涛
通讯员 陈炜森 王坤

11月8日上午，“时代楷模”杨雪
峰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省公安厅
举行。会后，我省公安民警纷纷表
示，要将英雄的崇高精神铭记于心、
外化于行。

杨雪峰虽然走了，但他用生命守
护平安的壮举感动着每一个人。

“英模精神感天动地，榜样力量震
撼心扉。”海口市公安局副局长、交警
支队支队长李辉动情地说，海口公安交
警要以杨雪峰为榜样，认真对照标杆，查
找自身不足，在创建“安全、文明、畅通、
和谐”的道路交通上下硬功夫，使人民群
众有更多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

“当我从屏幕上看到，杨雪峰的老

母亲叮嘱儿子生前的战友，一定要保
护好自身安全，一定不要再让自己受
到任何伤害时，我眼泪止不住流下来，
这是一位英雄母亲的嘱咐！”省公安厅
交警总队民警武艳琰表示，将立足本
职、牢记使命，传承英雄精神，为人民
站好每一班岗。“不能让英雄的血白
流，不能让英雄的亲人失望，我们要
用实际行动、优异的成绩，告慰英雄
的在天之灵，抚慰英雄的父母妻儿。”

杨雪峰虽然走了，但他忠心向党
暖心为民的事迹激励着每一个人。

“他的牺牲让组织失去一名优秀
的党员干部，却铸成了一个新时代
的楷模。”省公安厅政治部教育训练
处民警张泽创说，报告会让他非常
震撼和感动，杨雪峰同志忠心向党、
暖心爱民、公心执法、实心奉献、真
心温情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让人
由衷敬佩，不愧是新时代人民警察
的楷模。

“杨雪峰的事迹如一盏明灯照亮
我们前进的路。”海南公安边防总队
政治部战士林明星道出了广大战友

沿着英雄的足迹，奋发前行的决心和
意志。

省公安厅督察总队副总队长刘
刚表示，学习杨雪峰的先进事迹就是
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最重要的是
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用实际行动向
英雄学习。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民警郝书缘
说，杨雪峰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警
察对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在以后的
工作中会处处以杨雪峰为榜样。

“我们要用更加昂扬的斗志完成

党和国家交待的每一项工作。”省公
安厅警卫局参谋王亚风说。

英雄已逝，精神永存！省公安厅
副厅长刘海志表示，全省各级公安机
关要广泛开展向杨雪峰同志学习活
动，进一步弘扬英模精神，以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以人民满意
的新担当新作为，扎实做好本职工
作，努力开创新时代海南公安工作新
局面，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不断创造
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业绩。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

杨雪峰先进事迹在海南公安系统引起强烈反响——

传承英雄精神，为人民站好每一班岗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森
王坤）11月8日，由中宣部、中央政
法委、公安部、重庆市委联合组织的

“时代楷模”杨雪峰同志先进事迹报
告团巡回报告活动在省公安厅举
行。现场之外，全省6000余名公安
民警、辅警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
观看了整场报告会。

杨雪峰生前系重庆市公安局渝
北区分局交巡警支队石船公巡大队
副大队长。今年2月18日，杨雪峰
在执行春运交通安保任务中，面对突
如其来的暴力袭击，为防止伤及无辜
群众，在腹部颈部连中数刀的情况
下，毫不退却，与歹徒拼死搏斗，终因
伤势过重，英勇牺牲。

杨雪峰牺牲后，中宣部追授他“时
代楷模”称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公安部追授他“全国公安系统一级
英雄模范”。为进一步宣传杨雪峰同

志的先进事迹，弘扬其崇高精神，根
据中宣部部署，杨雪峰同志先进事迹
报告团赴全国部分省市和公安院校
举行巡回报告，海南为第八站。

报告会上，杨雪峰的妻子黄雅莉、
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分局政委卢政、重
庆市公安局渝北分局交巡警支队石船
公巡大队大队长黄长富、重庆市渝北
区石船镇太洪村村民唐兴奎、重庆电
视台记者杨曦，从不同角度，深情回忆
了杨雪峰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

杨雪峰先进事迹深深打动了现场
公安民警。大家纷纷表示，既为失去
杨雪峰这样的好战友、好同志而痛惜，
也为公安队伍中涌现出杨雪峰这样的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民警而自豪，将以
实际行动传承英雄精神，担负起党和
人民赋予的使命。

11月7日下午，省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刘星泰，副省长、省公安厅厅
长范华平会见了报告团成员。

杨雪峰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海口举行

英雄事迹感人至深 榜样力量催人奋进

本报营根11月8日电（记者郭
畅 通讯员王洁）11月7日至8日，全
省天然橡胶产业脱贫工程保险行动
现场会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召
开。8日上午，与会人员先后来到琼
中营根镇新市村和琼中福岛橡胶合
作社，了解农村橡胶产业发展、天然
橡胶价格收入保险推动、胶农参保和
理赔以及天然橡胶收购价格采价发
布制度等情况，并与胶农深入交流。

“合作社采取‘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模式运营，盈余主要按照社员与
合作社的干胶交易量和出资比例返
还。今年，共有168户社员参加天然
橡胶价格收入保险，承保橡胶4123
亩，保险费2.87万元。其中，33户社
员于10月15日获得第一次赔付，赔
付金额达1.67万元，增强了社员割胶
积极性。”琼中福岛橡胶合作社相关
负责人郑忠光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据了解，琼中民营橡胶种植面积
为36.77万亩，可开割面积24.26万

亩，涉及农户3.67万户。其中贫困户
5224 户，种植面积 5.96 万亩，开割
3.6万亩。受天然橡胶市场价格持续
下跌影响，胶农植胶与割胶积极性受
挫，2018年预计干胶产量约为1.5万
吨，产值为1.5亿元。

2017年以来，琼中大力实施天
然橡胶“保险+期货”精准扶贫项目试
点工作，承保干胶产量6000吨。年
度共获得赔付241万元，受益贫困户
达792户。2018年，按照省委、省政

府工作部署，琼中在全县范围内铺开
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工作，保险费
由县政府全额补贴，共组织了全县财
政系统人员、各乡镇驻村点长、村党
支部书记和村小组组长开展培训16
期，实现全县胶农“户户知晓”。

截至目前，通过团体及个人等多
种投保模式发动7088户胶农参加天
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承保橡胶
12.63万亩，保费341万元，保险金额
2841.62万元。

大力实施天然橡胶“保险+期货”精准扶贫项目试点工作

琼中7088户胶农参加天然橡胶收入保险

本报北京11月8日电（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吴思敏 记者李关
平）海垦林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垦林产）新三板挂牌敲钟仪
式11月8日上午在北京全国股转中
心举行。这是海南农垦继海南橡胶
之后第二家进入国内资本市场的公
司，也是海南首只挂牌上市的木材行
业股票。

据了解，海垦林产是海南天然橡
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是一家集林木采伐、运输、加
工、研发于一体的综合化林木加工企

业。公开资料显示，海垦林产2017
年度及 2016 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1.83亿元、1.93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2713.41万元、1658.53万元。

近年来，海垦林产管理水平不
断加强，业务收入和净利润逐年递
增。但在当前木材行业面临整体
转型升级、内外竞争加剧、市场急
速整合与分化等复杂形势下，海垦
林产依然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尤
其是成功登陆新三板后，首先面临
的问题便是如何吸引更多资本的
青睐。

对此，有业内人士建议，海垦林
产应该从打造公司核心竞争优势入
手，不断挖掘木材的价值空间。同
时，利用政策红利，做好橡胶木贸易
文章，提升可持续盈利能力，才能在
行业中行稳致远。

挂牌敲钟仪式现场，海垦控股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思涛表
示，海垦控股集团高度重视资本市
场在助推农垦改革、创新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利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
优惠政策，大力支持所属企业到主

板、新三板挂牌上市。海垦林产的
挂牌，是海南农垦企业走向资本市
场、开放发展的重要标志。

海垦林产总经理朱双龙表示，海
垦林产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监管
机构的要求，不断规范公司运行；坚
持以客户和消费者为中心，以技术
创新引领林产发展，坚持“品牌强
企”，立足“质量兴企”；借助新三板
平台，为做强林产提供良好的金融
支撑；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努力为投
资者创造最大价值，以优良业绩回
报社会。

海垦林产在京敲钟挂牌新三板
是海南首只挂牌上市的木材行业股票

红旗·孤独症儿童
康复训练营海口开营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记者丁
平 通讯员符敦诚）11月8日，“集善扶
贫健康行——红旗·孤独症儿童康复训
练营”在海口市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孤独症儿童（南方）康复基地开营，来
自海南、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吉林六
省区的20余名孩子参加，本次训练营
项目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中国
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

据了解，训练营共分为两期，本次
是第一期，自今年11月5日至2019
年1月3日，共计60天。训练营将通
过科学规范的常规康复课程与因人制
宜设置的个训课程等，培养孤独症儿
童的认知能力，促进心智发展和教育
引导能力的发展。

违规转让安置房
一房产公司
被清出海口市场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记者叶
媛媛）海口市住建局8日发布通知，海
南永耀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因
擅自转让海口博义盐灶片区棚户区
（城中村）改造项目安置房，违反相关
规定，海口市住建局对其进行行政处
罚，并清出海口房地产市场。

海口市住建局特此提醒，任何擅
自转让安置房的行为属违规行为，违
规购买安置房存在风险，请相关买受
人审慎决定，以免自身权益遭受损失。

三亚榆亚路路面
升级改造完成

本报三亚11月8日电（记者梁君
穷）海南日报记者11月8日从三亚市住
建局获悉，今年8月中旬启动的三亚榆
亚路路面升级改造工程目前已完工。

11月 8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在
榆亚路市民游客中心路段看到，改造
完成后的榆亚路路面焕然一新，平整
宽阔的沥青路面取代了原本凹陷不平
的路面，部分路段将原来的公路护栏
换成了花圃护栏，重新施划的交通标
线也比之前更为明晰（见右图，本报记
者武威 摄）。

据了解，近年来榆亚路因修建雨污
管道多次破路施工，导致路面坑洼不
平。为此，三亚于今年8月中旬启动榆
亚路路面升级改造工程。改造路段全
长5.9公里，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排水、
交通、电力沟及其他附属设施等。

11月8日，杨雪峰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省公安厅举行。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今年前三季度

海南城镇农村居民收入
均保持较快增长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
杨维善）海南日报记者8日从国家统计局海南调
查总队了解到的，2018年前三季度，我省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837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951元，同比名义增长8.5%，扣除物价因素实际
增长5.8%；我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750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850元，同比名义增长8.6%，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7%。

我省城镇居民四大项收入呈“三稳一快”全面
增长的态势。其中，政策性增资仍是前三季度我
省城镇居民增收的主要亮点，同时，全域旅游等推
动社会商品销售活跃,促家庭经营净收入平稳增
长。此外，财产净收入保持快速增长态势，而养老
标准提高促转移净收入稳步增长。

我省农村居民的四大项收入呈现全面增长
态势。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长有所加快，是农民
增收的首要动力；经营净收入增长平稳，主要原
因是非农经营收入增长较快；财产净收入保持大
幅度增长，主要原因是农村土地流转加快，使得
农民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收入快速增加；养老、
低保等标准提高促进转移净收入稳步提高，受益
于各项惠农、扶贫措施力度加大，以及养老标准
提高等因素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