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洋浦

掀起禁毒新高潮

斩断一条贩毒渠道

本报洋浦1月2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董见磊）海南日报记者1月2日从洋浦经济开发
区公安局获悉，洋浦警方成功侦破一起贩毒案件，
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打掉了一条外区向洋浦贩
卖新型毒品的渠道。

2018年4月20日晚，洋浦警方得到情报：陈某
勇、陈某精与一儋州籍男子驾车送毒品至洋浦干冲
区街道上售卖给吸毒人员。立即安排人员前往干冲
区伺机实施抓捕。当晚10时许，办案民警在干冲区
国盛宾馆附近将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犯罪嫌疑人陈
某精、购买毒品的周某保及驾驶涉案车辆的司机郭
某发抓获归案，从作案车辆内查获毒品可疑物共83
小包，从犯罪嫌疑人陈某精身上查获毒品可疑物5
小包。随后，侦查人员依据情报将另一犯罪嫌疑人
陈某勇抓获归案。经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鉴定，
其中28小包毒品可疑物含有尼美西泮成分。犯罪
嫌疑人陈某勇、陈某精涉嫌贩卖毒品罪。

经查，为获取非法利益，犯罪嫌疑人陈某精伙
同陈某勇，合资从海口购买毒品“开心果”，并将
毒品磨成粉末状，加入感冒药等粉剂混合，然后用
透明塑料小袋分装，再用茶叶小袋作为外包装封
装，将毒品零售给吸毒人员。两人案发前曾多次
前往洋浦的娱乐场所进行消费，并借机向娱乐场
所消费人群售卖新型毒品。

洋浦警方透露，抓获犯罪嫌疑人陈某精、陈某
勇后，警方深挖案件线索，于去年底成功斩断了一
条外区向洋浦贩卖毒品渠道。目前，案件正在进
一步审理当中。

■■■■■ ■■■■■ ■■■■■

行业观察

本省新闻 2019年1月3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陈奕霖 美编：杨薇B03 综合

本报海口 1月 2日讯 （记者刘
操 通讯员刘小勇）养老服务业是涉及
亿万群众福祉的民生事业，备受关
注。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民政厅日前召
开的养老服务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海南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快
速发展期，全省各级民政部门加快推
进“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
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截至目前，全省开展城乡居家
养老服务的社区有565个。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
老年人口持续快速增长，老龄化程度
正在加速。老龄化水平由2008年底
的12.12%提高到2018年的 14.8%，
10年来，全省老年人口净增30.39万
人，年均增长2.87%。

在提高养老服务保障水平方面，

2018年，我省为全省2066名百岁及
以上老年人发放长寿补助金743.76
万元，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3600元；
累计支出特困供养资金1.9亿元，特
困供养对象2.63万人受益。

在提升机构养老服务能力方面，
近年来，我省先后投入资金8.35亿元，
规划建设和维修改造省、市、县中心托
（养）老院19家，新建、改（扩）建农村敬

老院上百所。截至2018年11月，全省
共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174家，共有
机构养老床位数11958张，其中，民办
养老机构14家，床位数3684张；公办
养老机构 160家，养老床位数 8274
张，护理型床位数比例达到39.5%。

此外。针对海南的本地老人不愿
意离开家，习惯了在自己所熟悉的环
境养老的情况，我省近年来加快推进

社区和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截至目
前，全省各市县开展城乡居家养老服
务的社区有565个。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
将持续深化养老服务业“放管服”改
革，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推动相关
市县加快养老服务项目建设进展，提
升养老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积极推
动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业。

完善养老服务 让百姓老有所养
我省共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174家，565个社区开展城乡居家养老服务

本报海口1月2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武艳琰）2019年元旦，海南交
警统一部署，以事故预防为重点，强
化路面管控，全力维护道路交通秩
序，圆满完成了节日期间的道路交通
安保工作。2018 年 12 月 30 日至
2019年1月1日期间，全省共出动警
力5600人次、警车1500辆次，启动
交警执法站33个，设置临时执勤点
132个，共查处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行
为748起。整体来看，元旦期间我省
道路通行状况保持良好。

据了解，元旦假期，全省共发生一
般程序处理的道路交通事故1起，死
亡1人，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
数、直接财产损失分别同比去年下降
96.77%、91.67%、100.00%、99.46%，
道路交通安全形势保持平稳，全省未
发生重大事故以及严重交通拥堵，道

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元旦期间，全省各地旅游景区游

客增加，同时海口、三亚等地举办跨
年晚会和音乐节，为确保道路安全畅
通，各地交警确保全员在岗，全面加
强活动现场、主干道路口等重点路段
动态管理，加强对各类重点交通违法
行为的检查力度，严查无证驾驶、酒
后驾驶、摩托车驾驶人不戴安全头盔
等交通违法行为，共查处酒后驾驶违
法行为35起、货车超载19起、非法改
装9起。

宣传教育永远在路上，海南交警
通过电视、报刊、广播、微信、微博、抖
音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和节假日出行注意事项，提醒
交通参与者注意出行安全；设立交通
安全宣传点，发放宣传资料，持续开
展交通信息引导服务，及时发布重大

信息，引导驾乘人员避开交通流量
大、交通拥堵的路段和时段，减少道
路拥堵和因拥堵引发的事故。据统

计，元旦期间，全省各级公安交警部
门发布交通安全提示短信7500条，
发放宣传资料1500份。

出动警力5600人次，共查处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748起

海南交警圆满完成元旦交通安保工作

一天侦破3起贩毒案件

本报嘉积1月2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冼才
华）通过梳理深挖涉毒案件线索，加强各警种协同
作战，一天内连破3起贩毒案件。海南日报记者1
月2日从琼海市公安局获悉，2018年12月25日，
琼海市公安局石壁派出所、巡特警大队联合作战，
破获3起贩毒案件，抓获涉毒违法犯罪嫌疑人3名。

2018年12月25日19时许，跟踪了近1个月的
涉毒案件线索抓捕时机成熟，石壁派出所立即组织
警力布控收网。该所与巡特警大队民警在琼海市嘉
积镇某酒店将涉嫌贩毒的颜某某当场抓获，同时查
获吸毒人员符某某，现场缴获冰毒疑似物1小包。

经突审，颜某某交代其多次向黎某某和林某
某购买毒品。办案民警顺藤摸瓜将黎某某、林某
某一并抓获，缴获毒品冰毒疑似物1小包。

经审讯，颜某某、黎某某、林某某对自己的犯
罪行为供认不讳，现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琼海

本报那大1月2日电（记者周月
光 通讯员黎有科 牛伟）拆除违法建
筑，儋州再出重拳。1月2日下午，伴
随最后一间违法建筑轰然倒塌，儋州
市和庆镇罗便村148间违法建设的
住房被夷为平地。

儋州市和庆镇罗便村的古龙坡、
黑石坡和杜马草地块，违法建筑密

集，共有148间，其中：打好地基的71
间、一层建筑51间、二层建筑20间、
三层建筑6间，加上违法硬化的道路
面积，违法建筑总面积22485 平方
米，占地181亩。

上述建筑物和构筑物均为违法
占地，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修建，
属违法建筑。当天上午，儋州市政

府组织和庆镇与儋州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国土资源局、公安局等单位执
法人员，本着以人为本、文明拆除、
依法拆除的原则对违建进行拆除。
随着大型工程机械车和挖掘机作
业，一间间混合结构的违法建筑土
崩瓦解，相继倒塌，整个拆违现场井
然有序。

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罗海南说，对违法占地、违法建设、
非法买卖土地等行为，儋州保持打
击高压态势，今天的拆违是继去年
12月拆除那大镇尖岭65间违法建
筑后的又一个重大行动，表明儋州
坚决遏制违法用地、打击违法建筑
的决心。

拆违再出重拳

儋州一天拆除2万余平方米违建

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获悉，2018年国家下达
我省棚户区改造计划13567套，全
省 开 工 14136 套 ，开 工 率
104.2%。其中，城镇棚户区改造
计划11495套，开工12386套，开
工率107.8%。国有垦区危房改造
计划2072套，开工1750套，开工
率84.5%。

图为位于万宁兴隆华侨旅游经
济区7队的棚改安置房项目，该项
目总建筑面积1.31万余平方米，安
置房户数120户，房屋正在等待验
收，预计今年可以入住。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去年我省棚改
开工14136套
开工率104.2%

交通安全三年攻坚战进行时

三亚大力引进优质名校
人大附中三亚学校
预计今年9月开学

本报三亚1月2日电（记者徐慧玲）三亚积
极与名校牵手联动，共建优质教育平台。海南日
报记者1月2日从三亚市引进中小学优质教育资
源落地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三亚合作办
学项目共有11个，包括6个落地项目和5个在谈
项目，其中人大附中三亚学校和三亚寰岛实验小
学计划今年9月开学。

三亚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人大附中三
亚学校位于三亚市海棠区，是一所学制为小学、初
中和高中三个学段的公办学校，学生总规模控制
在3400人。人大附中三亚学校项目计划于2019
年5月底竣工，同年秋季开学，三亚将于2019年6
月前公布招生范围。

此外，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学、三亚寰
岛实验小学等教育项目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
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学位于三亚市天涯
区，学制为初中和高中共两个学段，并设有国际
部，开设外籍学生的境外班和国内学生的国际课
程班，学生总规模约为2500人，计划2020年9月
开始初中起始年级招生。

据了解，截至目前，三亚市崖州区创意梦嘟嘟
幼儿园、西南大学三亚中学、海南中学三亚学校、
人大附中三亚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
学以及三亚寰岛实验小学等6个合作办学项目已
经落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三亚分校、三亚南开学
校、海口中学、北京21世纪国际学校、美国芝加哥
大学附属中学等项目正在洽谈。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杨洲

把梁、板、柱、墙等构件在工厂规
模化生产，再运送至施工现场，拼装组
成房子。这种像搭积木一样盖房子的
场景，已经成为现实，并将是未来中国
建筑业的发展趋势。2018年12月29
日至31日，首届海南装配式建筑与绿
色生态建设博览会（简称建博会）在海
口举办，国内外近百家企业参展，各种
建筑科技领域最先进的技术产品集中
展示了中国装配式建筑的未来。

装配式建筑是目前我国正在大力
推广应用的绿色环保建筑形式，目前
在海南处于推广起步阶段。从2018

年起，我省要求一定规模的新建建筑
采用装配式外墙板、内墙板、叠合楼
板、楼梯、阳台板等一定类别的部品部
件，把推进装配式建造方式与工程招
标投标、施工图审查、施工许可、竣工
验收备案相结合。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海南装配
式建筑发展被资本市场看好，目前已
经有不少企业在海南布局发展装配式
建筑生产基地，深度挖掘海南装配式
建筑应用。

“我们公司今年落地海南，投资3
亿元在海口高新区建设一个绿色建筑
科技园，主要从事装配式建筑生产。”中
民筑友建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

公司总经理杨柏介绍，该公司专注装配
式建筑产业链研究和运营，目前已在长
沙、北京、上海等全国42个城市布局绿
色建筑科技园，落地装配式建筑项目。

除了外地企业抢滩登陆外，本地发
展装配式的建筑企业也在持续发展壮
大。海南华金钢构有限公司是一家成
长于海南本土的民营建筑企业，目前已
经在我省建设海口美兰机场和三亚凤
凰机场飞机库、航站楼等上百个钢结构
装配式建筑，岛内建筑总面积达40多
万平方米，同时还是目前我省唯一一家
拥有国家认证的钢结构专业一级资质
的民营企业。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
建设号召，该企业正筹备与新西兰合作

建设一座装配式结构酒店，将成为我省
首个走出国门的装配式建筑项目。

装配式建筑可以在海南哪些领域
应用？在建博会上，海南日报记者注意
到一些公司带来的木质结构高档别墅、
度假小屋引起不少参会者的兴趣；现场
搭建的钢结构装配式产品，使用环保材
料，搭建快速便捷，也令人称赞。

“装配式建筑主要是工厂模块化
生产，然后到施工现场进行快速装配，
这种产品适合应用在私人别墅、民宿、
养老地产、移动公寓及共享农庄等领
域。”海南科莱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路朝云介绍。

目前，我省一些共享农庄、美丽乡村

改造等项目已开始逐步应用装配式建
筑。在建博会上，省休闲农业协会与海
南科莱达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准备大力
推动海南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发展。

海南华金钢构有限公司总经理吴
云山认为，装配式建筑因其环保、绿
色、低耗等特点，被国家和海南省大力
提倡，未来两三年内，海南装配式建筑
的增长将出现井喷趋势，但目前海南
装配式建筑技术人才依然短缺。为加
快装配式建筑人才培养，该公司已邀
请国外技术专家来海南进行指导，同
时鼓励海南技术人才多走出国门学
习交流，进一步提升我省装配式建筑
水平。 （本报海口1月2日讯）

企业抢滩登陆布局、应用领域逐步扩大、本地企业走出国门

海南装配式建筑发展前景可期

海口河湖长制信息化管理
获评基层治水十大经验

本报海口1月2日讯（记者叶媛
媛）海南日报记者1月2日从海口市
水务部门获悉，“中国水利记忆·
2018·TOP10”读者评选活动日前揭
晓，“海南海口市：建立河湖长制信息
化管理平台”被评为“大地河源杯”
2018基层治水十大经验。

据了解，海口市河湖长制信息化
管理平台采取“3+1”模式对373个水
体实行全覆盖管理。其中，“3”代表
海南河湖长管理信息系统 APP、
12345+河湖长制、海口市三防管理平
台，实时显示各类信息；“1”指水体微
信工作群，相关负责人可在工作群中
及时处理水体问题。同时，该平台建
立了高规格的联动机制，把各区政府、
组织部、宣传部、水务、环保、农业、海
洋、环卫、公安、市政等32个部门列为
河湖长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明
确任务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海口市水务部门有关负责人表
示，海口河湖长制信息化管理平台通
过信息多头收集达到问题处理与意见
反馈一体化，市、区、镇（街）、村（居）四
级大联动实现平台热线与网格化系统
无缝对接，12345热线平台快速反应
实现履职的常态化监督。智慧治水的
方式不但有效提高了办件速度和质
量，同时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成
果共享”的水体保护新机制，真正让河
湖治理“活”起来，达到全民共治的目
标。2017年8月至今，该平台共收到
12345 举报案件 9549 件，办结率
100%。

据悉，“中国水利记忆·2018·
TOP10”读者评选活动于2018年12
月19日至28日在中国水利网微信公
众平台在线进行，得到了水利行业内
外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投票总数
超过70万票。

昌江交警在城区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省交警总队供图）

打响“山货”知名度吸引“回头客”

昌江农村电商
年交易额逾千万元

本报石碌1月2日电（记者傅人意）2017年
底，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黄姜村的玉米种植户们
还为玉米销路而发愁。一年之后，2018年底，黄姜
村农户们种植的玉米借力十月田互联网农业小镇
的电商快车，短时间内就卖出了5万多斤。

不仅是黄姜村，2018年以来，十月田互联网农
业小镇在当地开展红心木瓜、粉蕉、香水菠萝、芒果
等多场扶贫促销行动，通过线上线下共销售木瓜
6.8万斤、粉蕉6万余斤、香水菠萝12万斤、台农芒
果26万斤。“我们通过逐步为当地‘山货’打响知名
度来吸引‘回头客’，从而助力解决农产品滞销难
题。”十月田互联网农业小镇工作人员李志鹏说。

昌江互联网商务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
年6月至2018年10月，昌江农村电商网络交易
额达1136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