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黑除恶进行时

■■■■■ ■■■■■ ■■■■■

本省新闻 2019年1月9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陈彬 主编：罗安明 美编：王凤龙A07 民生/社会

广告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商事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现将我省2018年度商事主体年报公
示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送年度报告的商事主体：凡于2018年12月31日前在
本省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
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的外国（地区）企业、其他经营单位应当参加2018年度报
告公示。

于2018年12月31日前在本省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和个体工商户可以自主选择参加2018年度报告公示。

二、年度报告报送时间：2019年1月1日至6月30日。
三、年度报告报送方式：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通过“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报送年度报告。
个体工商户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

报送年度报告或至辖区工商所以书面方式报送年度报告。
四、商事主体应当对公示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合法性、完

整性负责。
不按期履行年度报告公示义务的或年度报告公示信息存在

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将被载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标记为经
营异常状态，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向社会
公示。

商事主体发现其年度报告内容不准确的，应当及时更正，更
正应当在2019年6月30日之前完成。

2018年12月31日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2018年度商事主体年报公示的公告
2019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工作已开始，报名工作按属地（各市、县、自治县卫生计生委，洋浦卫生计生局，省、委直属事

业单位人事管理部门）受理。考生报名包括网上预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

考生自2019年1月10日-24日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http://www.21wecan.com）进行网上预报名；各报名点可根据具体情况

选择在 2019年1月15日-30日期间进行现场确认工作。

考生在现场确认后，要通过网上支付的方式缴纳考试费，网上缴费的起止时间为2019年3月8-19日，通过考区资格审核的考生

务必在此期间完成网上缴费，逾期未缴费的考生视为放弃考试。2019年5月9日-6月2日考生可登录上述网站自行打印准考证。

海南省医学学术交流管理中心

2019年1月9日

2019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通知

琼中百花岭雨林文化
旅游区试营业
4月7日前海南居民免门票游览

本报营根1月8日电（记者于伟慧 通讯员
陈泽汝 林学健）1月8日上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试营业开业仪式举行。
该景区迎来试营业后的首批游客。

百花岭雨林文化旅游区是琼中县委、县政府
全域旅游规划的8大旅游区之一，是一个按5A级
景区标准打造的生态型旅游景区。该景区规划了
热带雨林、山水漫城、百瀑小镇、美丽乡村4大功
能板块，将琼中原生态优势融入全域旅游互动休
闲项目。

据了解，今年1月8日至4月7日，持海南省
居民身份证的人员可免费进入该景区游览，海南
省以外的其他省市居民可享门票5折优惠进入景
区游览。

万宁45辆新能源
城乡公交车投入使用

本报万城1月8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梁
振玮）海南日报记者1月7日从万宁市交通运输
管理所获悉，万宁市首批45辆新能源城乡公交车
已于日前投入使用，进一步完善了该市新能源公
共交通体系，改善市民出行环境。

据介绍，万宁首批45辆新能源城乡公交车被
分配到万宁市老车站至北大镇尖岭村、万宁市老
车站至新中农场、万宁市老车站至兴隆、万宁市老
车站至礼纪镇茄新4条城乡公交线路。

“我们首批投入45辆新能源城乡公交车，基
本能满足万宁现有城乡公交线路的正常运营。”万
宁市交通运输管理所副所长文海祥介绍，这次投
入使用的新能源城乡公交车续航能力强劲，充电
90分钟能行驶200公里，燃油公交车更换为新能
源城乡公交车后，市民乘车票价不变。

本报海口1月8日讯 （记者张
杰）“鹈鹕在海南停留捕食，4天内
在两个地方被发现。”1 月 8 日中
午，多年从事动物保护工作的理播
动物保护中心负责人李波，在微信
朋友圈发布了一条消息，并配发了
视频。视频由与李波保持联系的
海南环保志愿者龙登飞拍摄。视
频中，约7只飞禽在一处水塘中觅
食。经多位专家通过视频辨认鉴
定，视频中的飞禽基本可以确定为
鹈鹕。

李波告诉海南日报记者，1月5
日，有人在万宁和乐镇看到了约16
只鹈鹕。1月8日，在距海口城区18
公里处的东线高速公路旁的水塘
中，再次出现鹈鹕。水塘经营者看
到鹈鹕后，立即通知龙登飞前去观
看。龙登飞拍摄视频发给了李波咨
询请教。

李波说：“在海南很少有机会看
到鹈鹕，这次鹈鹕的出现存在多方
面的可能性，比如海里觅食困难，鹈
鹕跑到陆地上觅食，也可能是鹈鹕

迷路了来到了海南。”看到龙登飞拍
摄的视频后，李波打算赶往水塘现
场观看鹈鹕，得知鹈鹕已飞离。

据了解，鹈鹕（学名：Peleca-
nus）属大型游禽，喙长，喉囊发达，
擅长捕鱼；全身长有密而短的羽
毛，羽毛为白色、桃红色或浅灰褐
色。主要栖息于湖泊、江河、沿海
和沼泽地带，常成群生活。在水中
游泳时，颈常曲成“S”形，并不时地
发出粗哑的叫声。觅食时常从高
空直扎入水中。

我省4天内两次发现罕见鹈鹕

本报海口1月8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刘佳）1月8日下午，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郭某等21名被
告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窝藏罪，故意伤
害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故意
毁坏财物罪，聚众斗殴罪，敲诈勒索
罪，开设赌场罪，非法拘禁罪，贩卖毒
品罪等多项罪行一案进行一审宣判。

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初，郭某
纠集闲散人员混迹社会，实施违法犯
罪活动，相继发展了王某林、周某章
等人加入组织，成员达20余人，骨干
成员较为固定，层级分明，进一步巩

固了以郭某为组织者、领导者，陈某
汉、林某莉、王某权、庞某光为骨干成
员，周某、王某林、周某章、李某天、林
某为积极参加者，林某敦、王某、吕某
泽等9人为一般参加者的黑社会性
质组织。该组织为控制和管理成员，
逐步制定了内部规约。

自2013年以来，郭某等人为树
立非法权威，维护非法利益，以暴力、
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多次进行
违法犯罪活动，在屯昌县“屯昌老
市”、大华路、昌志路、新建路、枫木镇
等地持枪支、砍刀等凶器，肆意实施
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贩卖毒品、聚众

斗殴、敲诈勒索、寻衅滋事、强迫交
易、非法拘禁、开设赌场、窝藏等犯罪
活动，共造成1人死亡、6人轻伤的严
重后果。同时，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
动和利用组织的影响获取非法经济
利益约人民币138万元。

通过实施上述违法犯罪活动，该
涉黑犯罪团伙采用暴力、威胁等手段
基本控制了屯昌县城椰子批发生意，
并通过插手民间纠纷、债务纠纷和砂
石土方工程，帮助“菜霸”垄断市场
等，获取非法经济利益，在一定区域
和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和重大影
响，严重破坏了屯昌县经济秩序和社

会生活秩序。
海南一中院根据查明的犯罪事

实，结合各被告人犯罪性质、犯罪情
节及后果和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等，
作出一审判决，以组织、领导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
罪，贩卖毒品罪等11项罪名合并判
处被告人郭某死刑，缓期2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50万
元，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限制减刑；
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
罪等7项罪名，数罪并罚，判处被告
人陈某汉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40万元，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并限制减刑；以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等
罪，判处林某莉等其他18名被告人
有期徒刑20年至1年半不等，并处
40万至2万元不等罚金；以开设赌场
罪，判处被告人陈某军有期徒刑5
年，并处罚金15万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郭某等13
人提出上诉。

据悉，该案是海南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挂牌督办第一号涉黑案件。案
件涉案人数众多、犯罪事实多、案情
复杂重大，案件合议庭经过连续4天
审理，作出宣判。

我省扫黑除恶挂牌督办头号案件一审宣判
团伙头目郭某被判处死缓，限制减刑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月7日12时-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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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9

8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43

16

26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报海口1月8日讯（记者叶媛
媛 通讯员许嘉 翁小芳）海南日报记
者1月8日下午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
到，预计未来10天我省五指山以北
地区部分时段早晚仍有雾，其中，1月
15日至17日受新的冷空气影响将出
现明显阴雨天气。春运期间（1月21
日至3月1日）将有两次明显的雨雾
天气过程。

受东南气流影响，预计1月9日

至14日，我省五指山以北地区以多
云天气为主，部分市县早晚有雾，其
中1月9日、1月10日和1月14日我
省东北部地区有分散小雨；我省五指
山以南地区多云间晴。各地气温上
升，最高气温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
可升至26～29℃，西部和南部地区
29～31℃，最低气温中部山区16～
18℃，其余地区18～22℃。

1月15日至17日，受新一股冷

空气影响，我省五指山以北大部地区
转为阴天有小雨的天气，五指山以南
地区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明显下降，
最低气温五指山以北地区1月16日
可降至12～15℃，五指山以南地区
16～18℃；最高气温五指山以北地区
1月16日可降至15～18℃，五指山
以南地区23～26℃。

另外，1月11日至13日，预计琼
州海峡早晚有雾。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1 月中下
旬（1月18至23日），受较强冷空气
过程影响，海南岛北部大部分地区
将出现一次持续约一周的阴雨天气
过程；2月上中旬（2月8至14日），
受中等强度冷空气影响，还将出现
一次持续约一周的阴雨天气过程；
在阴雨过程开始前和结束后可能出
现 1天到 2天的大雾天气；其余时
段天气较好。

未来10天五指山以北地区早晚有雾
春运期间我省将出现两次雨雾天气过程

琼海交警开展
“百日安全行动”
查处交通违法行为2.7万余起

本报嘉积 1月 8日电 （记者丁
平 通讯员王敬雄）海南日报记者从琼
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获悉，截至
1月7日，琼海开展“百日安全行动”共
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2.71万余起，
其中非现场执法查处2.08万余起，现
场执法查处6230起。

为进一步推进道路交通安全整治
“三年攻坚战”专项工作，自2018年11
月10日起，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
队在该市范围内开展以“降事故、保平
安、保畅通”为目标的“百日安全行
动”。共开展15次酒驾、毒驾、无证驾
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查处酒驾57起（饮酒驾驶41起、醉酒驾
驶16起）、毒驾3起、无证驾驶136起。

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相关
负责人介绍，琼海交警始终保持严管重
罚的高压态势，将路面作为保障辖区道
路平安的主战场，加强对嘉积城区道
路、G98高速公路琼海段、223国道琼
海段、省道嘉博线、博鳌迎宾路、灵文
嘉线琼海段、嘉龙线琼海段等重点路
段的巡控，及时发现、查纠违法行为，
推动常态化执法与集中整治相结合。

本报海口1月8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伍
英姿）省教育厅1月8日对2019年全省中小学寒
假工作作出部署，明确我省小学从1月19日、中学
从1月26日开始放寒假；中小学下学期报名注册
时间为2月20日，正式上课时间为2月21日。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各校不得推迟放假时间，
高三年级可根据情况适当提前一周开学。与此同
时，各学校一律不得利用寒假时间组织学生进行
集体补课、组织考试或以各种名目举办辅导班；中
小学教师不得组织、要求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
课和辅导。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大对中小学寒假期间
违规补课现象的监督检查力度，设立举报电话，认
真受理、核实群众反映的情况，一经查实要立即予
以纠正，按规定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省教育厅
将组织工作组进行明察暗访，一旦发现不顾禁令
违规补课现象，将按照有关规定予以顶格处置，并
在全省范围内通报。

此外，省教育厅还要求，各中小学校要在放假
前对学生开展一次安全专题教育活动，引导学生
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提高逃生避险、自救互助技
能，谨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小学 1月19日

中学 1月26日

我省中小学寒假时间确定
不得利用寒假时间集体补课

本报海口1月8日讯（记者计思
佳）1月8日上午，海口召开菜篮子联
席会议，研究部署该市春节期间蔬菜
保供稳价情况。海南日报记者从会
上获悉，目前海口蔬菜种植面积
48389.81 亩，其中叶菜种植面积
29103.81亩。从1月8日起，该市启
动以蔬菜为重点的春节物资保供稳
价行动，一直持续到元宵节。

数据显示，进入2019年以来，受

强冷空气影响，海口市场蔬菜价格
呈现先涨后降走势。1月7日，市场
蔬菜平均零售价4.06元/斤，比1月
1日的 4.08 元/斤下降 0.49%，比强
冷空气期间最高点 4.18 元/斤下降
2.88%。

海口市农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保障 2019 年春节期间市场蔬菜
供给，该局下达各区蔬菜种植计划
面积3万亩以上，叶菜种植面积1.8

万亩以上。将种植特殊菜品种1040
亩，其中甜菜170亩、水芹270亩、蒜
苗600亩。

针对海南居民节假日期间的饮
食喜好及市场需求情况，从2018年
12月1日起，海口菜篮子蔬菜种植基
地增加了甜菜、水芹等春节特殊菜品
种的种植面积。目前，海口菜篮子蔬
菜种植基地已种植水芹60亩，甜菜
50亩，蒜苗60亩，葱、香菜等15亩，

预计2019年2月1日开始上市销售，
日供应海口市场17.5吨。

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要求，农
业部门、各区、菜篮子产业集团做好
蔬菜扩种工作，确保市场供应充足；
物价、工商、税务等部门要主动作为，
做好蔬菜价格的监测工作，多措并举
确保菜价在合理范围内。同时，要做
好宣传工作，及时发布菜价信息和便
民信息。

海口积极做好春节蔬菜保供稳价工作

计划种植特殊菜品种1040亩

本报海口1月8日讯 （记者良
子）1月8日，海南省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检举黄
鸿发犯罪团伙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

据介绍，近日，海南省公安厅正在
组织侦办以黄鸿发为首的犯罪团伙案
件，抓获了黄鸿发、黄鸿明、黄鸿金、黄
应祥、李国春、李向光、陆海涛、钟福文、
文海、叶天宝等80余名犯罪嫌疑人。

经查，该团伙长期以暴力手段称
霸一方，存在强揽工程、欺行霸市、强
买强卖、非法高利放贷、非法采砂等
行为，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
奸、寻衅滋事、开设赌场、非法采矿等
违法犯罪，扰乱正常社会秩序和经济
秩序，侵害百姓切身利益。

为了查清违法犯罪事实，海南省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号

召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积极检举揭发
黄鸿发团伙违法犯罪线索。经查实线
索有效并经司法程序认定的，海南省
公安厅将按照相关规定酌情给予奖励
并对线索举报者个人信息严格保密；
凡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将依法
从严、从重惩处；对于包庇、窝藏团伙
成员，或为团伙成员逃避打击提供便
利条件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同时，公安机关正告黄鸿发犯罪
团伙涉案成员认清形势，切勿存在侥
幸心理，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如
实供述违法犯罪事实，争取宽大处理。

海南省委政法委、海南省纪委监
委、海南省公安厅接受群众现场举报
和涉案人员投案自首，并设立现场举
报、投案自首受理点：

1、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

镇昌江大道88号银湾美高梅花园酒
店8203房

举报电话：田警官 17766916711
彭警官 17766916911

2、海南省海口市海垦路香樟林
风情街4号楼香樟林风情主题酒店8
楼888房

举报电话：马警官 18789891756
阮警官 18789902179

省扫黑办发布通告：

检举黄鸿发团伙违法犯罪线索有奖！

码上读

海口上邦百汇城停车场入口
将启用电子抓拍设备

停车限时3分钟
本报海口1月8日讯（记者邓海

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林馨）海南
日报记者1月8日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获悉，为了确保海口金龙路上邦百
汇城停车场入口路段的交通畅通有序，
从1月10日起，该支队将启用金龙路与
玉沙路交叉口至上邦百汇城公交车站
路段的电子警察违停监控抓拍设备。

目前，该路段最右侧车道上划设
了黄色网格线区域，标注了“即停即
走 限时3分钟”字样。驾驶人员可在
最右侧车道上临时停车上下客，停车
限时3分钟。违停车辆将会被电子警
察自动抓拍，经民警核实录入的，将被
罚款100元、记3分。

扫码看鹈鹕停
留、嬉水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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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政府工作“问效于民”测评问卷

您好！为增进政府
工作的落实效果，提高
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
度，开展政府工作“问效
于民”调查测评工作。
您的意见很重要，感谢
您的参与。本次调查测
评采用匿名形式，请放心
作答。答题有红包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