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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委有关工作部署，我市于
2018年5月正式启动首届“儋州好
人”“最美家庭”“最美媳妇”评选活动。

经各相关单位推荐、申报人自
荐、网络投票、组委会初审及复审、申
报人政审等环节，活动组委会已评选
出“儋州好人”10名、“最美家庭”10
名、“最美媳妇”10名；提名“儋州好
人”5名、“最美家庭”5名、“最美媳
妇”5名。现将获选名单及提名名单
向社会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公示时间：2018年 12月 3日-
12月9日

如对本公示有异议，请在公示期
间提供书面材料。

异议受理部门：儋州市文明办
联系人：李敏清
联系电话：0898-23325866
地 址 ：儋 州 市 直 机 关 大 楼

0607房
儋州市文明办

2018年12月3日

附件：
“儋州好人”获选名单（10名）：

马丽、李现庵、杨海荣、吴应达、吴聪、
周金枝、曹大春、符木里、符尚飞、蒋
贞平

“最美家庭”获选名单（10名）：
许海燕、严鹏、杜卫红、李炼、何上
来、何德良、陈林梅、符待仲、曾艳、
黎永念

“最美媳妇”获选名单（10名）：
苏秀乾、吴爱红、余妹、宋杰、林英、

符壮丹、符菊爱、梁永萍、温月琼、黎
彩梅

“儋州好人”提名名单（5名）：
何跃琼、钟翻娣、洪卫球、黄业常、
赖汉权

“最美家庭”提名名单（5名）：
刘玉琼、羊寿林、许桂才、周青华、
姜实裕

“最美媳妇”提名名单（5名）：李
果、陈春爱、练子健、郭小青、符美风
（备注：以上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列。）

首届“儋州好人”“最美家庭”“最美媳妇”获选名单公示

本报海口12月3日讯（记者叶
媛媛）海南日报记者12月3日从海口
市琼山区获悉，12月1日、2日，该区
城管委牵头组织琼山交警大队、交通
联合执法大队、琼山城警大队、街道办
等部门，对群众反映强烈、经常投诉的
违规收费停车场、停车点位开展集中
整治。两天依法拆除14个违规停车
场擅自设置的多类附属物，取缔2个非

机动车收费点，抓获嫌疑人1名。
海南日报记者12月3日下午来

到位于体坛路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前的停车场。根据此次联合工作组人
员介绍，该停车场因缺乏停车场备案
材料，其收费告示牌、横杆等附属品2
日已被拆除。该停车场负责人表示，
将尽快按照工作组要求进行整改。

琼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教导员

陈泽飞介绍，12月1日-2日，琼山区
联合执法工作组共出动61人，执法车
辆7辆。截至目前，联合执法工作组共
排查正在使用的道路临街机动车停车
场108个、住宅小区内部停车场364
个、违规非机动车收费停车点24个。
其中无备案手续的共计321个。

对无备案手续的机动车停车场，
目前联合工作组已全部下达整改执法

文书，同时依法拆除14个违规停车
场擅自设置的铁栏杆、横杆、告示牌
（招牌）及其他附属物；取缔了2个群
众投诉多、反映强烈的违规非机动车
收费点，抓获嫌疑人1名，处行政拘
留5日，形成有效震慑。下一步，琼
山区将秉持“管理重常态、停车非小
事”的工作态度，持续开展停车场综
合整治。

海口琼山拆除14个违规停车场
对无备案手续的机动车停车场下达整改要求

本报海口12月3日讯（记者孙慧）海南日报
记者12月3日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近日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3家房地产企业违反限购政
策销售商品房，被保亭住建部门处罚。

这三家企业分别是保亭原生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保亭衍宏实业有限公司、海南创基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其中，保亭原生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置业
顾问向客户称，部分住宅可通过租赁方式售卖给
外地居民，误导消费者。保亭住建部门暂停该公
司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商品房网签合同备案
等业务，责令三个月内整改；要求违规销售的项目
重新办理物价备案，并在销售场所公示。违规销
售置业顾问被列入保亭房地产业黑名单，禁止在
保亭从事有关房地产业务工作。

保亭衍宏实业有限公司有置业顾问称外地
客户可购买商品房，公司收取服务费代替客户
办理个人所得税手续，规避限购政策，误导欺骗
消费者。保亭住建部门暂停该公司申请商品房
预售许可证、商品房网签合同备案等业务，责令
三个月内整改。违规销售置业顾问被列入保亭
房地产业黑名单，禁止在保亭从事有关房地产
业务工作。

海南创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办公区域进
行拆分作为住宅对外地居民销售，误导欺骗消费
者，保亭住建部门暂停该公司申请商品房预售许
可证、商品房网签合同备案等业务，责令三个月内
整改。违规销售人员被列入保亭房地产业黑名
单，禁止在保亭从事有关房地产业务工作。

省住建厅将继续加大房地产专项整治力度，
要求各房地产开发企业、中介机构严格按照我省
限购政策系列要求，守法合规从事销售活动。如
有违法违规扰乱市场的行为，相关企业将获重罚。

违反限购政策销售商品房

保亭3家企业被处罚

本报海口12月3日讯（记者赵
优）日前，海南省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
量评定委员会发布公告称，根据《旅游
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旅游景
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取
消亚龙湾爱立方滨海乐园4A级旅游
景区资格，取消兴隆热带药用植物园
景区3A级旅游景区资格。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部署，2018年
9月，全省对A级旅游景区开展了集

中检查。经查，亚龙湾爱立方滨海乐
园取消门票并对社会免费开放后，原
有管理公司人员缩减，景区安全管理
力度削弱，消防设施管理、安全标识设
置、安全巡逻工作均不符合要求，游客
服务设施因全部对外租赁经营也导致
管理不善。此外，游客中心服务功能
丧失，游客休憩设施不足，标识系统功
能、旅游接待和游览观光体验服务基
本丧失。根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

划分与评定》《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
办法》，该景区已达不到A级旅游景
区标准，取消其4A级旅游景区资格。

2018年7月28日，央视《东方时
空》栏目报道了“海南不合理低价游乱
象”，其中兴隆热带药用植物园景区购
物问题被曝光，对海南旅游形象造成了
严重负面影响。经查，该景区部分区域
正在维修改造，景观质量下降；景区内
游览面积较小，购物场所较大，旅游核

心吸引物和旅游体验项目缺乏，游览体
验与购物活动比重失调，景区的游览功
能薄弱；还存在园区服务人员较少，服
务水平较低，部分标识标牌老化，安全
巡视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根据《旅游
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旅游景
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和《海南省A级
旅游景区动态管理实施细则（暂行）》规
定，该景区已达不到3A级旅游景区标
准，取消其3A级旅游景区资格。

本报三亚12月3日电（记者徐慧玲 通讯员
罗佳）海南日报记者12月3日在三亚市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日，三亚警方联合相关职能部
门破获一起特大销售伪劣卷烟案，现场查扣70余
个品牌的伪劣卷烟15602条，8名主要犯罪嫌疑
人全部落网。据悉，该案件累计涉案金额4200余
万元，现场查扣伪劣卷烟数量和货值金额为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之最。

据了解，2018年4月初，三亚市公安局在工
作中获悉，不少群众在三亚、乐东、陵水等地买到
多个品牌的假烟，遂由治安支队成立专案组展开
侦查。

据三亚警方介绍，该团伙以何某革、何某豪、
吴某庆为首，主要成员均为同家族或同乡。何某
革等人在广东、广西负责组织货源、货款结算并将
伪劣卷烟通过物流发货至海口，何某豪、吴某庆等
人在海口负责接货、仓储和配送，“黑车”司机张某
贤负责东线下线的卷烟配送及联系其他“黑车”进
行全省配送。

11月 14日，警方掌握到何某革将价值 20
余万元的伪劣卷烟发货至海口，其本人也准备
转移至外省。经过分析研判，警方认为抓捕时
机成熟，于是决定收网。9个抓捕小组当天同时
行动，在深圳、海口、三亚、陵水、乐东将何某革等
8名团伙主要成员全部抓获，查获涉案车辆5辆，
捣毁假烟存放仓库2个、销售假烟店面2家，现场
查扣70余个品牌的伪劣卷烟15602条，涉案价
值约 247.9 万元。经查，该案件累计涉案金额
4200余万元。

目前，何某革等8名嫌疑人已被三亚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三亚警方破获销售假烟案
涉案金额超4200万元

本报海口 12 月 3 日讯 （记者计思佳）日
前，备受关注的海口人民公园两株海南黄花梨
木以1428.2万元高价拍出。12月3日上午，买
家袁先生来到人民公园，将拍得的花梨木全部
运走。袁先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他对花梨木
很有感情，虽然这两棵花梨木大家看不到了，
但他已向公园捐出10棵树龄达10年的花梨木
苗，希望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财富。海南日报
记者从公园处了解到，目前10棵花梨木苗已全
部种下。

3日上午9时许，海南日报记者来到海口人
民公园便民服务点，周围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两
株已被拍卖的海南黄花梨木就存放在服务点后
面的库房里。待海南产权交易所工作人员在现
场完成相关手续后，买家袁先生开始着手搬运
黄花梨木。因黄花梨木的体积较大，库房的门
很窄，袁先生请工人将库房一面墙砸开将花梨
木运出。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10时许，两根近5
米长的树干先后被工人运出装车。由于树干较为
粗壮，10多个工人找来不锈钢管当做“扁担”，用
绳子把树干绑在管上，一边吆喝着号子一边把树
干慢慢运出。

“这两棵花梨木在海口很有名，我以前锻炼的
时候天天都能见到，今天特地带着孙子来看最后
一眼，也想来看看到底是谁花高价把花梨木拍走
了。”市民武先生说。

“一共有91段花梨木原木。为了把它们一次
性运走，我特意找来两辆4.8米的小货车。”上午
12时许，花梨木全部装车。袁先生说，他准备先
把这批黄花梨木运回自己在海口的仓库保管。
他同时透露，考虑到海口市民对这两棵花梨木有
深厚的感情，他准备将花梨木剥皮后，在海口办一
个专门的展览，免费向公众展示。

海口公园黄花梨木“交货”
买家向公园捐赠10棵花梨木苗

本报海口12月3日讯 （记者
叶媛媛 通讯员林俊汝 翁小芳）海
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获悉，
预计本周前中期全岛有分散小雨；
后期转受较强冷空气和偏东急流影
响，海南岛五指山以北地区有较强
降水，最高气温下降明显。

陆地方面，预计，12月4日白
天，受东南气流影响，全岛以多云
天气为主，西部局地有阵雨；东北
部、西部内陆和中部的局部地区早
晨有雾；最低气温中部山区19～
21℃，其余地区 21～24℃，全岛
最高气温29～32℃。4日夜间～6
日白天，受弱冷空气扩散影响，东
北半部的局部地区有雾或零星小
雨，西南半部地区多云；气温总体
变化不大。

琼岛北部本周后期
有较强降水
最高气温下降明显

本报海口12月3日讯 （记者
赵优）12月2日，中国旅行社协会
五届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广西北
海召开，首届中国旅行社协会行
业榜单同时出炉，海南康泰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泰旅
游）进 入 优 秀 国 内 游 旅 行 社
TOP30。

作为海南唯一一家本土上市
新三板旅游企业，康泰旅游以海南
地接旅游业务为核心，以“电子商
务、航空投资、旅游商业、旅游交
通”为四大辅业，业务涵盖出境旅
游、入境旅游、边境旅游、国内旅游
等，年接待量超过300万人次，海
南区域的接待份额占该市场常规
旅游接待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未来，康泰旅游将结合自身需求
和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整体思
路，加快布局新业态，实现产业转
型升级，将海南优质的旅游资源
和服务带给岛外以及世界各地的
游客。

中国旅行社协会行业榜单出炉

海南康泰旅游
位列前30

我省两景区被取消相关景区资格

本报海口12月3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杨帆 鞠波）12月3日是第
27个国际残疾人日，海南省残疾人
联合会在海口举行残疾人大学生集
体就业签约仪式，对2016年以来毕
业且有就业需求的20名残疾人大学
生集体安排就业。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程凯、

省政协副主席王勇出席签约仪式。
残疾人大学生代表和用人单位

代表在仪式上分别发言，介绍了职业
发展目标、单位用工要求等情况。包
括海南农垦集团、海南银行、海南发
展控股有限公司、海南农信社和海南
省建设集团等10家省重点国有企业
接纳残疾人大学生为正式员工。

据了解，随着融合教育的持续深
化，越来越多的残疾人享受到了高等
教育，残疾大学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
海南省残联通过了解残疾大学生的心
理状态、求职方向、职业适应性能力等
情况，借助就业援助月、互联网平台、招
聘会、职业规划培训班等多种形式，为
残疾大学生提供精准指导、精准推荐、

精准就业服务，解决残疾大学毕业生的
就业创业需求，最终实现残疾人同步奔
小康目标，在全国作出了示范。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工
作，尤其是“十三五”以来，安排了
8871名残疾人就业，许多残疾人通过
康复、教育、培训，提高了自身素质和
技能，实现了创业就业梦想。

省残联负责人表示，省残联要继
续加大残疾人就业工作的力度，在这
次已基本完成2016年—2018年有就
业需求和就业能力的残疾人大学本
科毕业生就业的基础上，力争年底达
到100%。下一步重点再解决好残
疾人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为全
省广大残疾兄弟姐妹创造温暖的家。

我省举行残疾人大学生集体就业签约会

解决残疾人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需求

12月3日，三亚市残联、三亚市肢残人协会以及多家爱心企业联动，在该市政府菜篮子大东海平价专营店为近40名
残障人士送上“爱心礼包”及爱心打折卡等。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本报海口12月3日讯（记者良
子）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残联获悉，5年
来，通过对广大残疾人开展精准服务，
全省有18万人次的残疾人得到不同程
度的康复服务，提高了残疾人幸福感。

加大残疾人社会保障力度

近年来，我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
重视残疾人事业的发展，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残疾人事业的
新部署新要求，先后出台了《海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
进程的实施意见》《海南省贫困残疾
人脱贫攻坚行动计划》《海南省残疾
预防行动计划（2018—2020）》和《海
南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等
一系列法规文件，尤其最近出台的儿
童康复救助项目实施办法，救助的年
龄段从原先的0一6岁，扩大到0一
17岁，救助资金也有所提高，让残疾
人不断享有广泛的特惠和普惠政策，
为全面发展残疾人事业，“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提
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撑，为广大残疾人
精准服务，提高了他们的幸福感。

另外，海南残联加大了残疾人一
系列社会保障和民生工作，推动了

“适应症儿童实施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及康复训练项目”“帮扶困难残疾人”

“重度残疾人购买商业保险”等民生
项目的实施，这些项目被省委、省政

府纳入了为民办实事的工程。
全省18万人次残疾人得到不同

程度的康复服务，其中有6万余名的
贫困精神病患者得到门诊服药、住院
治疗救助；8000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
明；7000名智力残疾、脑瘫和孤独症
儿童得到康复训练服务；为300名聋
儿植入人工耳蜗；为1.5万名智力、精
神和重度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发放各
类辅具3万多件；3.5万人次残疾人纳
入“残疾人两项补贴”保障范围；有5万
多人次的残疾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资
助残疾学生及贫困残疾人子女学生2.3
万人次；为4166户贫困残疾人家庭进
行了无障碍改造；为4.2万人次发放了
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推动建立223
个残疾人法律救助联络站，开通
12385残疾人服务热线。扶持发展生
产6500人次；残疾人实现就业2.2万
人；改造农村贫困残疾人危房5778
户；1万余名农村贫困残疾人脱贫。

开展助残募捐活动

2014年1月13日，为募集更多
的助残资金，省残联成立了海南省
残疾人基金会，广泛开展“大家都来
为残疾人捐助一元钱爱心万里行”
为主题的助残募捐活动。4年来，海
南残联人披星戴月，风雨无阻，开展
爱心万里行，走市县、走机关学校企
业、走军营，共募集款物1.49亿元，

实施助残项目35项，惠及全省残疾
人11万人次。

省残联负责人表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海南残联在继续加大残疾
人一系列的社会保障和民生工作的
同时，要把切入点放在残疾人精准扶

贫的大格局上，用好用足残疾人普惠
和特惠政策，努力让残疾人早日脱
贫，获得更多的幸福感。

同时，我省不断做强残疾人的产
品销售市场，加大残疾人脱贫面。通
过沟通协调，把残疾人生产的产品在

海南爱心扶贫网推广销售，拓宽产品
销售渠道，提高产品的市场销量，增
加残疾人的经济收入。此外还通过
国家的普惠和特惠政策，加大残疾人
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的力度，减
少和杜绝残疾人因残致贫。

5年来，我省有18万人次的残疾人得到不同程度的康复服务

积极开展精准服务 提高残疾人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