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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受贿罪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
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麦卫斌
一审获刑8年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宋研）11月20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海南
港航控股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麦卫斌
涉嫌受贿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判决麦卫斌犯
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90万元，对麦卫斌收受的贿赂款人民币541万元
（含购物卡）、75万港币、1.8万美元、1万澳大利亚
元从已暂扣、冻结的财产中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麦卫斌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2000年至2017年期间，麦卫斌
利用其担任海南港实业开发总公司项目部、工程部
项目策划员、部长，海口港集团公司经营发展部副
部长，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发展规划部部长、总
裁助理、副总裁，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
员、海口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中心主任兼海口市统
筹城乡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海口市城建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承揽、
资金拨付、工程项目推进和验收、职务晋升等方面
为陈某明等27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
计535万元人民币、75万港币、1.8万美元、1万澳大
利亚元、6万元购物卡（购物卡面值均为人民币）。

法院经审理认为，麦卫斌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
大，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遂依
法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符晓虹）海南日报记者
11月20日从海南省气象局获悉，海
南省气象部门近日分析预测，今冬明
春（2018年 12月至2019年 5月）海
南省平均气温较往年偏高，出现暖冬
的可能性较大。

省气象局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
吴胜安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根据监
测，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处于暖海温
状态。预计从目前至 2019 年上半

年，热带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维持偏
暖状态并缓慢增暖，将形成一次厄尔
尼诺现象。

在热带中东太平洋处于暖海温状
态的情况下，影响我国的冬季风较往年
偏弱可能性较大，同时到达海南的冷空
气活动频次较往年偏少，强度偏弱，从
而导致我省冬季气温偏高。也就是说，
今年冬季我省出现暖冬的几率较大。

出现暖冬对我们的生活、生产将
有何影响？省气象部门有关负责人

介绍，暖冬有利于节约能源，能在一
定程度上减轻供电压力，降低交通运
输、农田水利建设等方面的成本，也
会减少因寒冷引起的疾病，为人们的
户外活动提供便利。

但与此同时，由于冬季气温偏高，
各种病菌、病毒活跃，各种呼吸道疾病
的发病率也会提高，市民可能会出现
口干舌燥、嗓子疼、皮肤干燥瘙痒等症
状。市民应多开窗除尘通风，阳光充
足时及时晾晒衣物、床上用品。

农业方面，气候偏暖有利于冬季
瓜菜生长，建议加强水肥管理，并做
好病虫害防治工作。冬季气温偏高
有利于荔枝、龙眼和芒果等果树生
长，果农应注意及时控梢，合理安排
农产品上市时间。

此外，今年冬季我省各地降雨量
较往年同期偏少的可能性较大，部分
地区可能出现轻到中度的气象干旱，
有关单位应做好防旱抗旱的前期准
备工作。

热带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偏暖，省气象部门预测：

今年海南出现暖冬可能性较大

本报海口11月 20日讯 （记者
叶媛媛）海南日报记者11月20日从
海口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获悉，今
年海口安排3000万元财政资金给
4301户公共租赁住房轮候家庭发放
租赁住房补贴，鼓励和保障住房保
障对象通过市场租赁方式解决住房
困难问题。

据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公共
租赁住房保障通过实物配租与发
放货币补贴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逐
步转化为以发放租赁住房货币补
贴为主。2017年，海南省住建厅提

出，进一步加大租赁补贴发放力
度，租赁补贴保障范围从城镇低
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逐步扩大
至城镇中等偏低以下收入住房困
难家庭。

海口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有关
负责人表示，今年海口共安排3000
万元财政资金给4301户公共租赁
住房轮候家庭发放租赁住房补贴，
力争实现“应保尽保”的住房保障
目标。这一举措有利于激活海口
房屋租赁市场，推动房地产市场健
康发展。

根据《2018年海口市公租房租
赁货币补贴发放工作方案》，补贴发
放对象为已取得保障资格、年审核
合格的公租房轮候对象。补贴标
准为人均建筑面积13平方米，每平
方米19元。补贴按月发放，每季度
发放一次。

补贴计算公式为：月补贴额=｛家
庭保障人数×13（大于60平方米按
60平方米计算）-自有住房面积｝×
19×收入补贴系数。收入补贴系数
分为1.0、0.8、0.6三个档次。本市城
镇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家庭、特困供养

人员、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低于公
共租赁住房低收入标准（含）的补贴
系数为1.0；申请人家庭年人均可支
配收入超过公租房低收入标准40%
以下（含）的补贴系数为0.8；申请人
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公租房
低收入标准40%以上（不含）补贴系
数为0.6。

海口公租房租赁补贴由各区住
房保障中心负责发放，保障对象凭保
障资格核准通知书、租赁住房协议及
申请人个人身份证、银行卡到所属区
住房保障中心申领补贴。

海口今年安排3000万元发放公租房租赁补贴

4301户公租房轮候对象可申领补贴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记者符
王润 通讯员彭华）11月19日，海南
省妇幼保健院儿童重症医学科顺利搬
家，从龙昆南海南省妇幼保健院院区
搬至长滨路海南省儿童医院院区，并
成功转运7个患儿，这也意味着省儿
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正式开诊。

“省儿童医院已经具备了初步的
接诊条件。”省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
陆毅群介绍，省儿童医院的相关建
设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医院成立了
综合办公室，正在加快完善各项服
务功能。

据介绍，省儿童医院目前已开设

了心内、心外、泌尿、消化、呼吸、风湿
等17个专科门诊，以及部分外科门
诊，开设了4间病房共166张床位。

医院的外科手术室、血库、新生儿
重症监护室等正在紧锣密鼓筹建中。
目前相关准备工作已完成了大部分。

陆毅群表示，下一步，复旦大学附

属儿科医院将按照品牌平移、技术平
移、管理平移的要求，派出9个临床部
门和7个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到省
儿童医院，帮助医院开展学科构建、人
才队伍培养、医院流程设计、医技能力
建设、专科医院管理、临床科研教学等
方面工作，并指导省儿童医院制定发

展规划。
据了解，省儿童医院自去年全面

委托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管理以
来，已有30多个专业向专科化方向发
展。省妇幼保健院近年来为省儿童医
院储备医疗人才近200人，引进学科
骨干、学科带头人近100人。

省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开诊

“牵手美丽”灯光秀摄影
摄像大赛23日海口开赛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文盛）11月23日至12月9日，由南国都市报
社主办的大型3D水幕电影暨梦幻灯光秀将在海口
市海甸岛碧海大道恒大美丽沙音乐广场上演。与
此同时，“牵手美丽”灯光秀摄影摄像大赛也将于活
动开幕当天举行。大赛评选结果将由市民投票产
生，一等奖获得者可获2000元现金大奖。

记者从活动组委会了解到，“牵手美丽”灯光
秀摄影摄像大赛对参赛者无门槛限制，只要你有
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就可以用手机、相机等摄影
摄像设备，记录下精彩瞬间，提交作品参赛。参赛
者须围绕海口大型3D水幕电影暨梦幻灯光秀活
动进行创作，即拍摄对象须为本次活动的相关场
景。完成拍摄后，参赛者可将图片或视频发送到
《南国都市报》官方微信。

据了解，本次大赛的奖品非常诱人。图片组
及视频组将分别评选出一、二、三等奖，每组一等
奖奖金2000元，1个名额；二等奖奖金1000元，2
个名额；三等奖奖金500元，3个名额；此外，进入
投票环节的参赛者均有机会获得海口润园国际家
居广场提供的2000元代金券、价值2980元的净
水器等礼品。

广告

明年1月1日起

部分单位工伤认定
由市县属地化管理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记者李
磊 特约记者钟剑勇）海南日报记者
11月20日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获悉，近日，该厅印发了《关于做好
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便民化服务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
知》明确，自2019年1月1日起，我省
部分单位的工伤认定将交由市县属地
化管理，省本级劳动能力初次鉴定将
实现“一窗口受理”。

《通知》明确，2019 年 1 月 1 日
起，除在省本级参保的中央驻琼机
关、省直机关（含参照公务员管理单
位）以外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职
工的工伤认定，由用人单位所在地市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
规定属地化办理。在省本级参保的
中央驻琼机关、省直机关（含参照公
务员管理单位）工伤认定继续由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理，适时根据
国家规定交由属地管理。

《通知》指出，2019 年 1 月 1 日
起，在省本级参保的职工的工伤劳动
能力鉴定和非工伤劳动能力鉴定的
初次鉴定“一窗口受理”的事项包括：
复查鉴定、劳动功能障碍程度鉴定、
生活自理障碍程度鉴定、旧伤复发及
延长停工留薪期鉴定等。开具介绍
信到医疗机构进行医疗技术鉴定、送
达鉴定结论等事项由省社会保险事
业局经办窗口办理。此外，在2019
年1月1日前，已由省人社厅或省级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受理的工伤认
定和劳动能力初次鉴定事项，继续由
省人社厅或省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按规定作出结论。

我国第五个心梗救治日

专家在海口文昌义诊
本报海口 11月 20日讯 （记者

张期望 李佳飞 通讯员于丽）11月
20日是我国第五个心梗救治日，为
提高公众对心梗及防治心梗重要性
的认识，海口、文昌两地分别开展了
专家义诊活动。

11月20日，海口市人民医院举
办心梗救治日义诊活动，该院6名心
内科专家在医院大堂坐诊，吸引众多
市民前来咨询就诊。医务人员向前
来咨询就诊的市民发放急救手册，让
更多市民认识心梗、重视心梗，更好
地预防心梗。

同一天，同济文昌医院在文昌公
园举办心梗救治日大型义诊活动。
医生耐心地为市民测量血压、讲解有
关心肌梗死、冠心病等疾病知识，并
为患慢性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进行全
面检查，为他们制定个性化的疾病干
预治疗方案。

11月19日，东方市八所镇罗带村，村民们将稻谷晒干并用风谷机去除秕谷后，将稻谷打包入仓。进入11月中旬以来，我
省各地农户种植的晚稻相继成熟，农民们忙着收割水稻，晾晒、储存稻谷。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彭珊珊 摄晚稻归仓

三亚深海所即将对外开放
举办鲸豚标本展等科普活动

本报三亚11月20日电（记者孙婧）11月20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位于三亚的中科院深海科学
与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三亚深海所）获悉，2018
年11月24日至2019年3月15日，深海所将每周
日定为公众开放日，开展科技摄影展、鲸豚标本展
等科普活动。相关活动免费向公众开放。

各项科普活动中，“深渊之上”科考主题摄影
展将展出60幅黑白人物特写照片，带观众领略马
里亚纳海沟科考的精彩画面；深渊科考视频《挺进
深渊》将呈现水下1000米到10000米的深海里
的冷泉铠甲虾、狮子鱼等海洋精灵。在深海所的
鲸豚标本馆，将展示13副海洋哺乳动物标本。

据了解，市民游客想要报名参加深海所在公
众开放日期间举办的各项科普活动，可通过关注
深海所微信公众号与深海所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