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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禁毒新高潮

扫黑除恶进行时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程明明 周文漪 实习生
叶映彤）我省汽柴油油品将迎来“国Ⅵ
时代”。12月1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
省生态环境厅获悉，2019年1月1日
零时起，全省所有成品油批发、零售经
营网点停止供应、销售低于国Ⅵ标准
车用汽柴油，并实现车用柴油、普通柴
油、内河和江海直达船舶燃料油“三油
并轨”。

根据12月5日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的《海南省推广使用国Ⅵ标准车用
汽柴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要求，我省行政区域内供应、销售的
汽油应符合《车用汽油》（GB17930-
2016）中的国Ⅵ标准，供应、销售的柴
油应符合《车用柴油》（GB19147-
2016）中的国Ⅵ标准。同时，为适应
我省地处热带亚热带、常年温度偏
高，需大力控制臭氧以及挥发性有机

物污染问题这一实际情况，我省还进
一步严格车用汽油蒸气压限值要求，
即供应、销售的汽油全年蒸气压限值
不大于60千帕，这一要求与香港标
准接轨，严于国标。

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方案》的出台旨在提升车用油品质
量，降低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确保我省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国一流水
平，推进海南生态环境质量居于世界

领先水平目标的实现。按我省升级国
Ⅵ油的时间表安排，自《方案》印发之
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前，全省各
成品油经营单位逐步处理库存的非国
Ⅵ标准车用汽柴油，开始供应、销售国
Ⅵ标准车用汽柴油；2019年1月1日
零时起，全省所有成品油批发、零售经
营网点停止供应、销售低于国Ⅵ标准
车用汽柴油，并实现车用柴油、普通柴
油、内河和江海直达船舶燃料油“三油

并轨”。
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严格按照

《方案》要求，落实油源供应、油品置
换、标识更新等各项工作，开展日常监
督检查、联合监管与执法，确保推广使
用工作顺利完成。

在对全省范围内清洁油品质量进
行升级的同时，我省也在加快新能源
汽车和节能环保汽车的推广应用，助
力海南生态文明建设。

我省发布升级国Ⅵ车用汽柴油时间表

明年1月1日起全面供应国Ⅵ汽柴油

本报金江12月11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
黄金）12月11日上午，在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的
现场指挥下，屯昌县禁毒委员会、屯昌县公安
局在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海口焚烧发电厂
举行毒品销毁仪式，集中销毁“2015-892”公安
部毒品目标案件专案缴获的毒品及制毒原料
1534.2 公斤，案值 2.47 亿元，创全省历年来一
次性销毁毒品数量之最。屯昌县人民检察院、
生态环境保护局等工作人员全程监督毒品销
毁活动。

据了解，此次销毁的毒品是屯昌警方2015
年在江西省遂川县侦破“2015-892”公安部毒品
目标案件缴获的毒品，其中，氯胺酮（K 粉）
1236.6公斤，制毒原料盐酸羟亚胺（第一类易制
毒化学品）297.6公斤。此案是我省有史以来侦
破的最大制毒案，是我省建省以来一案缴获毒品
氯胺酮数量最多的案件，也是海南首例实现从毒
品销售末端顺线深挖，直至打击源头制毒工场的
案件。

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屯昌县共破获毒
品刑事案件 140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 196
人。其中，破获省级毒品目标案件2起、特大毒品
刑事案件4起、重大毒品刑事案件8起，摧毁毒品
犯罪团伙6个；查获吸毒人员324人，行政拘留
323人，强制隔离戒毒191人，缴获各类毒品7.31
公斤、毒资14.7万元。屯昌新增吸毒人员年增长
率从2016年的5.6%下降至1.9%，实有吸毒人员
占全县总人口的比例从2016年的4.5‰下降至
4.1‰，新增吸毒人员增长率和吸毒人员占比数呈
逐年下降趋势。

中国旅游地产总裁俱乐部
筹集善款42万余元

资助见义勇为英雄
本报三亚12月11日电（记者易

宗平）在蓝色背景下，一双手托起两
颗红心。这是一名残疾儿童的美术
作品，刚一亮相就引得人们争相竞
拍。这是12月10日晚，2018年中国
旅游地产总裁俱乐部在三亚开展捐
助拍卖会的情景。当晚，多家企业参
与献爱心活动，共筹集善款42.6997
万元。

12月10日晚，中国旅游地产俱
乐部公益晚宴现场拍卖会，拍卖爱心
总裁们捐献的一批字画等拍品以及部
分残疾儿童的艺术作品。

当晚筹集的善款主要用于两个方
面，一是捐赠给海南省见义勇为基金
会20万元，用于解决见义勇为英雄伤
病治疗及其子女上学等困难；二是捐
赠给首都经贸大学教育基金会，资助
自闭症儿童等困难群体。

省图书馆服务盲人“阅读”

智能听书机可免费借阅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

生朱乃飞）省图书馆上月推出了智能听书机借阅
服务，这一服务受到了视障用户的欢迎。为切
实保障盲人群体基本文化权益，让更多出行不
便的视障用户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普惠成
果，近日，省图书馆特推出了智能听书机上门免
费借阅服务。

这两天，省图书馆信息咨询部2名工作人员
前往琼海市为已预约的多名视障读者上门办理外
借手续。工作人员在现场为7名视障人员办理了
视障借阅证、免费借阅听书机，并进行一对一听书
机使用培训。

智能听书机是一台支持电子阅读、音乐播
放、收音、录音、复读的多功能智能设备，可与

“盲人读物融合出版与传播平台”实现无缝对
接，其内容与中国盲文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保持
同步更新，涵盖有声读物、期刊杂志、盲人按摩
管理、残疾人专题学术论文等，同时听书机还可
通过互联网向盲人读者推送个性化的阅读资源
与实用资讯。

“这个听书机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乐趣，
省图书馆专程将听书机送上门，大大方便了我
们。”手握听书机时，琼海视障读者符秋芳激动
地说。

据介绍，省图书馆一直将视障读者作为图书
馆阅读服务保障的特殊重点群体。馆区设有视障
阅览室，收藏各类盲文图书2千余册、期刊100余
册、有声读物近3万册，配置电脑、盲文点显器、盲
文刻印机、盲文打字机等仪器设备，同时为各市县
视障读者进行电话预约，提供免费上门办证、办理
听书机外借服务。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海口2家房产中介“出局”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孙慧）近日，海

口市住建局开展房地产市场治理专项行动，对2
家违法提供中介服务的房地产中介企业给予清出
本地市场的处罚。

海口市住建局在开展市场巡查中发现，海
南宋佳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海南永耀房
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均未完成中介机构备
案，在代理销售二手房过程中存在未与开发单
位签订分销协议、私自给予客户承诺更名的违
法违规行为。该行为已违反《海口市房地产中
介服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海口市住建局按
照相关文件要求，对2家企业给予清出本地市
场的行政处罚。

此外，海口市住建局在市场巡查中还发现海
南融联行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未完成中介机构备
案，在代理销售二手房过程中存在未取得开发单
位委托私自代理销售的违法违规行为，其行为违
反《海口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该局依据相关法规对该公司处以3万元的行
政处罚。

涉嫌贪污

定安县医院
原总会计师被公诉

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记者金
昌波）海南日报记者12月11日从省检
察院获悉，由定安县人民检察院依法
提起公诉的定安县人民医院原总会计
师王玲涉嫌贪污罪案，已于日前一审
公开开庭审理，定安县人民检察院派
员出庭支持公诉。据悉，该案是监察
体制改革后定安县监察委员会调查移
送定安县人民检察院的首例职务犯罪
案件。

定安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
2013年至2017年，被告人王玲在担任
定安县人民医院总会计师期间，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通过虚报春节慰问金、虚
开发票报销以及将个人和家人的消费
以报销的方式套取资金占为己有，依法
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报三亚12月11日电（记者
徐慧玲 通讯员罗佳 吴小哲）海南
日报记者12月11日从三亚市公安
局获悉，近日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
局打掉一涉黑恶犯罪团伙，破获刑
事案件7起，抓获18名团伙成员，
并全部依法刑事拘留。

据悉，今年11月2日上午8时
许，在三亚市天涯区南岛农场海英
队发生一起恶性阻碍执法人员拆除
违法建筑的寻衅滋事案件。经调

查，11月1日，三亚市天涯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依法对南岛农场5栋违法
建筑下发《强制执行通知书》。接到
通知后，以黄某东、黄某良（男，43
岁，在逃）等为首的违法嫌疑人煽
动、组织海英队群众在路口设置路
障，阻碍、抵抗执法人员进入农场进
行违法建筑拆除工作。

11月2日上午8时许，执法局
工作人员到达南岛市场十字路口，
清理堵在公路上的轿车前行，当经

过扎道队来到机耕队路口时，遭到
黄某东、黄某生、唐某福、黄某良为
首人员的对抗。为防止事态恶化，
拆违人员撤离了现场。

案发后，三亚市公安局高度重
视，经深入调查，自2007年以来，以
黄某东、黄某生、唐某福为首的人
员，长期盘踞在南岛农场海英队一
带，为达到团伙牟利目的，实施寻衅
滋事、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哄抢
毁坏公私财物等多起妨害社会管理

秩序的犯罪活动。
据悉，三亚警方现已查明涉及

刑事案件 7 起，破获刑事案件 7
起，查明犯罪团伙成员26人，抓获
犯罪成员 18人，刑事拘留18人，
在逃8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针对部
分尚未归案的涉案成员，警方敦促
相关人员要尽快投案自首，争取宽
大处理，否则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本报文城12月11日电（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林鹤玲）12月10日，
文昌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李戈担任
审判长公开审理一起涉恶犯罪案件，
文昌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方建
华以公诉人身份出庭支持公诉。据
悉，这是文昌“法检两长”首次同庭开
审案情复杂的涉恶犯罪案件，是文昌
法院、文昌检察院进一步推进司法责
任制改革和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
讼制度改革以来，落实院长、检察长
亲自办案、带头承办和审理重大疑难
敏感案件的重要举措。

公诉机关指控：2015年1月至
6月，海南东大洋混凝土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大洋公司）在文昌市文
城镇福主湾村修建新厂期间，被告
人王某龙伙同王某盈、王某锐，以新
址影响村民出行及征用土地问题等
为借口，发动村民阻挠施工建设，并
强行向东大洋公司及与之有合作的
华伟公司索要财物共计73万元；多
次采用威胁恐吓的方式，强迫东大
洋公司接受其提供以次充好的细沙
共计2.36万吨，获利89.7万元。

2017年初至5月，被告人王某

盈、王某锐、王某龙先后3次纠集煽
动村民围堵东大洋公司大门，不让
该公司水泥罐车进出，造成东大洋
公司成品水泥滞留损失严重，经认
定，滞留后报废、降级混凝土直接损
失价值4.9万元。

今年10月，海南省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王某
盈团伙是恶势力犯罪团伙，该团伙
以王某盈为首，共有成员3人。

由于案情较为复杂，且在文昌
有较大影响，李戈主动提出承办此
案。庭审之前，李戈仔细阅读了案

件卷宗，多次与合议庭成员研究案
情，做了大量庭前准备工作。

庭审过程近6个小时，案件涉
及3名被告人、3个罪名、7项犯罪
事实。庭审全程在网上直播，8000
多人通过网站观看庭审。文昌市部
分人大代表，市公安、检察、法院警
官、检察官、法官，以及当事人亲友、
媒体代表等100余人旁听了案件审
理。由于案情复杂，法庭择日宣判。

文昌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依
法从严惩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开展。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我们的房子什么时候建好？”“现
在已经有5栋封顶了，正在装修中。”
12月11日上午，海口市琼山区道客
村村民吴俊来到红城湖棚改项目接待
中心，该中心负责人章彬为他答疑。

道客村内的红城湖片区棚改回迁
商品房一期项目，是红城湖片区棚改
项目中首批回迁安置房，共有11栋居
民楼3300多套回迁安置房。在该项
目的入口处，一栋两层小楼就是该项
目的接待中心。除了具有商品房售楼
中心才有的项目沙盘、立体户型图外，
该中心还专门设置了供来访的拆迁安
置户交流休息的大厅，工作人员忙着
接待前来咨询的拆迁安置户。

“一进来，感觉这里像售楼中心。”

章彬说，但其实它的主要功能并不是
卖房子，因为回迁安置房是用来分配
的，设立接待中心，是为了方便每一户
回迁安置户能够直观快捷地了解未来
要入住房子的状况，更重要的是让他
们在这里能够及时地将自己关心的问
题反映给相关主管单位。除了这些，
他们还可以随时了解房子建设进度、
建设使用各类材料质量。

之前，拆迁安置户要想反映问题
只能找相关主管单位。今年下半年，
海口市房屋征收局红城湖片区安置户
指挥中心创新反馈机制，联合该项目
的建设方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
司，在红城湖片区棚改区首个安置回
迁房项目设立项目接待中心，让棚改
回迁安置户各种诉求不需要到各职能
部门反映和咨询，在项目建设地就能

找到咨询人，并得到满意答复。
“我在这个项目里面一共有4套安

置房，总面积400多平方米。”之前，该
项目并没有建设针对拆迁安置户的接
待中心，吴俊尽管经常来到项目工地，
但总是无法了解到自己房子建设进展
以及建材的质量问题。

今年9月，红城湖棚改项目接待中
心投入使用，吴俊是来到该中心的第一
位拆迁安置户。在接待中心工作人员的
介绍下，他不仅通过沙盘、立体户型图对
自己的房子有了一个全面了解，还被选
为回迁安置户代表，多次进入到工地实
地了解房子建设情况。有一次，他和其他
几名拆迁安置户进入施工现场查看装修
进程时，发现正在装修的房子洗手间材质
不适合长期使用，需要更换。问题反映
给接待中心的工作人员后，很快就得

到建设方同意更改的回复。这让他和
其他回迁安置户感到意外又高兴。

“拆迁安置户反馈的问题，我们能
够解决的就立刻解决，不能解决的及
时向政府沟通反映。”章彬说，通过接
待中心的桥梁作用，他们目前已经收
集了1000多份拆迁安置户问题意见
表，通过专人分类整理，及时递交给海
口市房屋征收局。该局在收到拆迁户
反馈的意见后，一一给予回复。

“建立这种反馈机制后，让每一
个拆迁安置户等得放心。”海口市房
屋征收局红城湖片区安置户指挥部
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廖光劲说，这种在
棚改回迁安置房项目处设立接待中
心并建立新的反馈机制在省内属首
创，很好地解决了政府与拆迁安置户
沟通难题。（本报海口12月11日讯）

海口红城湖片区棚改创新反馈机制，设立项目接待中心

及时回应每一个回迁户的诉求

3男子阻挠施工索要财物

文昌法检“两长”同庭审理涉恶案件

三亚打掉一涉黑犯罪团伙
依法刑拘18人

省诚信企业协会
探讨信用建设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省诚
信企业协会12月11日举办信用建设
工作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协会顾问、会员代表
及专家探讨政府部门与社会力量建立
信用建设共治机制，更好地营造海南
诚信的营商环境，完善我省社会信用
体系。省诚信协会高级顾问、内蒙古
信用商会会长张文清在座谈会上介绍
了内蒙古信用商会信用建设工作经
验，并为海南省诚信企业协会提出了
建议。

我省集中销毁毒品及
制毒原料1534.2公斤
销毁毒品数量创历年之最

缴获毒品销毁现场。 省禁毒办供图第九届海天盛筵
拍卖筹善款281万元

资助三亚脑瘫患儿
本报三亚12月11日电（记者易

宗平）12月 11日，据2018海天盛筵
—第九届中国游艇、航空及时尚生活
方式展主办方最新统计，展会现场签
约销售额超过12亿元。同时，展会
期间的慈善拍卖活动筹集善款281
万元。

本届海天盛筵的水陆展场面积达
2.5万平方米，共迎来70多家展商，超
过100个品牌亮相。

展会4天内，从三亚出海试航人
数超过3000人次。试航品类包括动
力艇、帆船、双体船等。

除了游艇品牌，另有60个国际一
线顶级时尚生活方式类品牌在本届展
会中展示、互动。

展会期间举办的慈善拍卖活
动，共筹集善款281万元，将继续资
助三亚市社会福利院的脑瘫患儿等
困难群体。

近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亭中学举行竹竿舞比赛，来自该校初一和高一年级的600多名学生参加了
比赛。据了解，自2003年以来，保亭将竹竿舞等“非遗”文化引入校园，让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弘扬。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黄青文 摄
竹竿舞 跳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