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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总工程师朱毅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许灵平）海南日报记者1月14日从省纪委监委了
解到，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朱毅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
审查和监察调查。

涉嫌受贿罪

屯昌县公安局
原政委陈廷委被逮捕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日
报记者1月14日从省检察院获悉，屯昌县公安局
原党委副书记、政委陈廷委涉嫌受贿案，屯昌县公
安局原副局长、中坤分局政委曾令革涉嫌受贿案，
屯昌县公安局原西昌派出所所长韩志涉嫌受贿
案，屯昌县公安局原副主任科员梁碧洪涉嫌受贿、
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分别由三亚市监察委员
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19年1
月9日，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分别以陈廷
委涉嫌受贿罪，曾令革涉嫌受贿罪，韩志涉嫌受贿
罪，梁碧洪涉嫌受贿罪、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对
犯罪嫌疑人陈廷委、曾令革、韩志、梁碧洪作出逮
捕决定。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乐东通报4起群众身边的
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

本报抱由1月14日电（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
纪乐通）近日，乐东黎族自治县纪委通报4起群众
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

这4起问题分别是：利国镇秦标村原党支部
委员罗吴强贪污迁坟补助款问题；莺歌海镇新兴
社区非法划分和转让宅基地问题；千家镇温仁村
党支部副书记符雄吃拿卡要问题；尖峰镇黑眉村
原党支部书记邢孔明等2人擅自签订工程合同，
伪造材料，挪用征地补偿款问题。

新闻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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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只白鹈鹕做客海口美仁坡村

8个农民护鸟队24小时保护它们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沙市妇女第一次
代表大会召开
我省实现市县妇联组织建设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1月10日至11日，三
沙市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永兴岛开幕，来自该
市各行各业的60名妇女代表出席大会。这标志
着三沙市妇联正式成立，也标志着海南实现了市
县妇联地方组织建设全覆盖。

三沙市是我国最南端的地级市，为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更好地发挥妇女儿童在三沙精神文
明和社会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省妇联和三沙市
于2017年12月在三沙成立首个“妇女之家”“儿童
之家”，推动当地妇女儿童工作再上新台阶。

大会选举产生了三沙市妇联第一届执委会、
常委会及三沙市妇联领导班子，要求三沙市妇联
动员和引领妇女群众在三沙市的建设和发展中发
挥“半边天”作用，为守好祖国南大门，建设南海璀
璨明珠贡献巾帼力量。

新当选的三沙市妇联第一届委员会主席赵学
灵表示，将坚决按照三沙市委、市政府的总体部署，
加强妇女组织建设，找准妇联工作的切入点、结合
点、着力点和落脚点，密切加强联系和服务妇女，使
妇联成为妇女群众信赖的“娘家”，为推动三沙妇女
儿童事业发展、加快建设美丽三沙作出应有贡献。

本报定城1月14日电（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张博）“家
里卫生做得好，房前屋后干净整洁，
村民的卫生意识也提高了。”1月14
日，在定安县龙门镇红花岭村的“三
清一改”行动验收表彰暨春节慰问文
艺演出活动的现场，村民陈奕龙说起
村庄的变化，笑弯了眼角。

“三清一改”指的是“清垃圾、清沟
塘、清畜禽粪污，改变影响人居环境的
不良习惯”，号召村民共同行动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据了解，2018年
12月19日，红花岭村定点帮扶单位省

直机关工委和省扶贫开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省扶贫开发投资公
司）在该村联合启动“三清一改”乡村
清洁行动，以“村村户户搞清洁，干干
净净迎春节”为主题，发动群众人人
动手清洁村庄，让乡村环境焕然一
新，并通过制定乡规民约，建立环境
卫生维护考评和奖惩机制等形式，完
善乡村环境维护长效机制。值得一
提的是，在行动开展过程中，省扶贫
开发投资公司从海南高校招集20余
名青年党员志愿者，在红花岭村走村
入户开展“三清一改”宣教工作。

“以前，村民缺乏整治乡村环境
的知识和常识，喜欢散养猪、牛、羊和
鸡、鸭等禽畜，还习惯乱丢垃圾，村里
垃圾污粪满地，污水横流。现在，村
庄从‘脏乱差’变得‘洁净美’。”红花
岭村党支部书记陈正棉介绍，该村是

“十三五”贫困村，在整村推进工作
中，实现了硬件全面升级，现在通过

“三清一改”行动，不仅改善了农村人
居环境，还提升了村民们共同守护村
庄、建设村庄的意识。

在当天的“三清一改”行动验收
表彰暨春节慰问文艺演出活动现

场，村民们准备了歌舞、小品和相声
等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省直机关
工委和省扶贫开发投资公司对在

“三清一改”行动中表现优异的村民
进行表彰。

省扶贫开发投资公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实现红花岭
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为农旅等各
项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该公司下
一步将引入社会资本，打造符合本
地实际的扶贫产业，将红花岭村建
设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齐发展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

省科协组织科普专家
走进贫困村

为村民送
“科技服务大礼包”

本报牙叉1月14日电 （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林承婷）“这本农技
资料很实用，正好带回去学学种槟
榔的技术”“麻烦医生帮我量量血
压，明天我就去医院做全面检查”1
月13日，省科协联合省文联组织7
名农业、电商、医学等领域的专家
来到白沙黎族自治县金波乡牙加
村，提供义诊服务，教授农业知识，
给村民送来了“科技服务大礼包”，
帮助大家解答生产生活上的小问
题。

活动中，“流动科技馆”——科
普大篷车展示的“看谁跑得快”“尖
端放电”等11件科普展品吸引了大
家的目光。这些有趣好玩又蕴含科
学奥秘的展品，开阔了孩子们的眼
界，增长了他们的见识。

为了让村民了解更多科学知
识，省科协还专门设置了科普宣
传教育咨询展示平台，并通过放
映科普影视、展示VR虚拟技术等
方式，把科学普及带入基层。据
了解，1 月 17 日至 18 日，该活动
还将走进五指山市、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的贫困村，旨在提高贫
困地区农民的科学素质，进一步
强化科普惠农的思想，用科技助
力精准扶贫。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余梦月）1月14日晚播
出的第117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
夜校，邀请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湾岭镇岭门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黄海
军，他以“愿以精卫心 扶起脱贫志”
为主题，结合其在岭门村的工作实
际，为大家讲述3年扶贫工作的心
得和体验。

在讲述之初，黄海军就亮明观

点，3年扶贫工作使他深刻意识到
“扶志”的重要性。他说：“贫困户的
志气培养起来了，扶贫工作就好推进
了，因为风气正了、人心齐了，做起事
来自然就事半功倍，相反则会助长贫
困户‘等靠要’、盲目攀比、‘躺着进小
康’等不良风气，哪怕暂时脱贫也会
后患无穷。”

他用5个“决不能”概括了岭门
村在“扶志”方面的有效做法，即：决

不能让人觉得当贫困户是一件光荣
的事、决不能让贫困户觉得“天上可
以掉馅饼”、决不能把“扶志”与扶产
业割裂开来空口说教、决不能把“扶
志”与“扶智”割裂开来让人干着急、
决不能在扶贫工作中奢望可以一口
吃个胖子。

在整个讲述过程中，黄海军还不
断引用详实的数据和生动的故事，帮
助在场学员们了解岭门村扶贫工作

的具体做法，看到岭门村扶贫工作的
显著成效。

最后，他感慨，3 年的基层扶
贫工作让他从当初“赶鸭子上架
的扶贫新兵”成长为一个能够融
入贫困群众的“扶贫老兵”。特别
是在实践中结合理论勤思钻研，
让他提高了思想觉悟，并在融入
贫困群众的过程中接受到了深刻
的党性教育。

省直机关工委和省扶贫开发投资公司推进定安红花岭村“三清一改”行动

村庄从“脏乱差”变“洁净美”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介绍基层扶贫经验

坚持5个“决不能”为贫困户“扶志”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记者苏
晓杰）1月 14日上午，海南日报记
者在海口市琼山区龙泉镇美仁坡
村某村民小组的一个鱼塘看到 7
只白鹈鹕正在觅食。近日龙泉镇
出现白鹈鹕的消息经海南日报报
道后，引来了许多摄影爱好者、观
鸟者。美仁坡村村委会为了应对
不法狩猎者，在辖区内成立8个农

民护鸟队，24小时监测白鹈鹕的踪
迹和保护它们的安全。

海南日报记者当天上午在美仁
坡村看到，4只成体白鹈鹕带领3只
亚成体白鹈鹕在鱼塘里来回走动，围
捕小鱼。海口市林业行政执法大队
及琼山区政府、龙泉镇政府相关工作
人员陆续赶到现场，巡查了解有关白
鹈鹕保护情况。美仁坡村村委会党
支部书记吴岳军汇报了1月7日村民
发现有人持火药枪射杀白鹈鹕的违
法事件。他回忆，当天一声枪响，惊

醒了村民，村民们赶走了狩猎者。目
前，该村委会已在辖区内成立了8个
农民护鸟队，每个护鸟队由4名至5
名农民组成，24小时巡查，保护这些
外来客的安全。海南日报记者在吴
岳军的手机上看到了村委会发出的
一则微信通知：“为了做好白鹈鹕保
护工作，各村民小组要发动群众，白
鹈鹕飞往哪个村民小组，哪个村民小
组就要进行保护，如发现不法行为将
报告公安部门严惩。”

据了解，这两三天，这 7 只白

鹈鹕都在村民吴海玉家的鱼塘里
觅食。吴海玉表示，很高兴看到这
些鸟能在自家的鱼塘里吃鱼。春
节临近，她近日要抓鱼出售，养在
鱼塘里的鸭子也要卖掉，她十分担
心抓鱼、抓鸭子时会惊扰到白鹈
鹕。她回忆，前天有好心市民手提
活鱼给白鹈鹕投食，但放进
鱼塘的鱼没多久就死
掉了。当时害怕死
鱼污染水体，吴海
玉费好大劲，才

把死鱼都打捞上来。
据海口市林业行政执法大队大

队长韩元军介绍，野生动物生存要具
备三个条件，一是水；二是隐蔽物；三
是食物。现在看来，美仁坡辖区内良
好的湿地生态环境能够满足白鹈鹕
的生存需求。媒体的报道引起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村
民也视这7只白

鹈鹕为宝，自
觉参与监测
和保护。

1月14日，白鹈鹕在美仁坡村村民吴海玉家的鱼塘里觅食。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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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于1月21日召开
◀上接A01版
听取和审议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
于个别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任免案。

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俊
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西庆、康
耀红、林北川、陆志远、关进平，秘书长
屈建民出席会议。

又讯 （记者李磊）1 月 14 日下

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在海口召开理
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省人大常
委会两级党组成员集中观看了《一抓
到底正风纪——秦岭违建整治始末》
专题片。

会议指出，对秦岭违建的整治充
分体现了党中央推进从严治党的坚定
决心和坚强意志，省人大常委会两级党
组成员要举一反三，透过现象看本质，
通过此次学习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严守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坚决反对官僚主义走过场，
坚决反对形式主义不作为。

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
记、副主任许俊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党
组副书记、副主任何西庆，党组成员、
副主任林北川、陆志远、关进平，党组
成员、秘书长屈建民参加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康耀红列席会议。

省政协七届十四次党组
暨十二次主席（扩大）会议召开

◀上接A01版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省政协七届二
次会议召开时间的建议，建议省政协
七届二次会议今年1月26日在海口
召开。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政协第七届
海南省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有关文件，
审议通过了相关人事事项，并以书面

形式对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专
门委员会2018年工作总结和2019
年工作计划进行审议。

省委统战部有关负责人就有关
事项作了说明。

省政协副主席马勇霞、李国梁、
王勇、吴岩峻、陈马林、蒙晓灵、侯茂
丰，秘书长王雄出席会议。

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全体会议召开
◀上接A01版

李军强调，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要以
“清洁村庄美化家园”为主题，以“三清两改一建”
（即清理垃圾、污水、废弃物，改厕、改路，建机制）
为抓手，进一步细化分解任务，研究可量化、可考
核，可操作、可见效的政策措施。要结合迎接春
节、“三月三”等重大节庆，运用好脱贫攻坚各级战
斗体系、电视夜校等方面力量，广泛引导宣传发动
村民开展村庄环境大清洁活动，推动移风易俗，树
立文明新风，切实改善村容村貌。要推进垃圾污
水处理设施专业化、市场化建设和运行管护，建立
奖励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广大农村群众参与村庄
清洁的积极性，加快形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长
效机制，争取在明年的国家预评估和年终考核中
取得优秀成绩。

刘平治就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强农村
基层干部力量配备、资金投入等工作提出具体要
求和建议，强调把工作做细做实，确保见到实效。

会议还研究讨论了2019年省委农村工作会
议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