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特别
提醒，海南交警发布的短信提示
都没有网址链接，凡是看到有网
址链接的短信，一是不要相信短
信内容，二是切勿点击链接

该负责人提醒，海南交警互
联网服务平台给群众发短信有固
定号码：

电信为12123

移动为1212346

联通为121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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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更好地服务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依
法设立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以下简称
海南经发局），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海南经发局是由海南省人
民政府发起，基于公共服务目的而设立，
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列入行政机构序列、
不从事法定职责外事务，经授权代表政
府在法定职责范围内开展经贸活动的非
营利性法人机构。

第三条 海南经发局的登记管理机
关是海南省民政厅，业务主管部门是海
南省商务厅。

第四条 海南经发局应当建立章
程，构建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的运营
机制，履行以下职责：

（一）承接招商引资和国际商务服务
工作。承担招商引资代理、咨询宣传推
介、国际企业服务、国内外会展及投资咨
询服务等经贸活动。

（二）协助海南相关机构在全球设立
海外中心、商务代表处、办事处。

（三）为相关机构提供海南开放型经
济发展的政策研究、决策咨询和可行性
建议。

（四）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开展其他业

务。
第五条 海南经发局实行理事会领

导下的局长负责制。理事会由发起单位

委派理事组成，主要履行出资人和管理
责任，决定职位、人事、薪资和长远发展
目标任务等重大事项。

第六条 海南经发局应当按照精
简、效能原则设置内设机构和岗位，按照
公平、公正、竞争、择优原则，实行市场化
为主、多种用人方式并存的用人机制，建
立与绩效目标相适应的薪酬管理制度。

第七条 海南经发局运营资金主要
由注资收入、承接政府采购服务收入和
其他合理合法的市场化收入组成。海南
经发局应当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审计
监督机制，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
确、完整。

第八条 海南经发局的盈余应当用
于增加出资及扩大事业发展，不得进行

分配。
第九条 海南经发局应当建立信息

披露制度，依法公开重大事项、财务预决
算、年报等情况，接受业务主管部门财务
审计和民政部门的监督。

第十条 海南经发局应当建立容错
免责机制，对于改革创新未能实现预期
目标，但符合国家确定的改革方向，决策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且未谋
取私利的，对单位和个人免于追究相关
责任。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

文件

海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282号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设立和运行规定》已经2019年2月26日七届海南省
人民政府第2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省 长 沈晓明
2019年3月1日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设立和运行规定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今播出

本报海口3月10日讯（记者陈卓斌）第122
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分别于3月11
日20时和20时30分在海南综合频道、三沙卫视
播出，旅游卫视也将于3月17日16时20分播出
该档节目。据了解，本期电视夜校将继续展播
2018年脱贫攻坚教育类特别节目。

脱贫攻坚任务能否完成，关键在人，关键在干
部队伍作风。在本期电视夜校中，来自全省各市
县（区）的乡镇或区党委、政府负责人代表，以及脱
贫攻坚中队长代表将按顺序登台，进行现场答题
并分享各自工作的亮点和不足之处，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总结经验。

本报海口3月10日讯（记者计
思佳）因海口海秀公园已规划多年，但
迟迟没有开工，很多市民咨询公园具
体开工时间。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
园林局获悉，海秀公园计划在今年9

月下旬开工建设。
海口市园林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海秀公园位于秀英区秀英大道与永
万路之间，南起椰海大道，北至海盛
路，呈南北向带状分布，规划总用地

面积约1517.09 亩（含公共绿地、道
路桥梁用地、水系、停车场用地
等）。海秀公园规划是以自然式生
态河道及湿地景观为主要特色，以
服务公园周边城区为主要功能的综

合性带状公园。2017年 7月，作为
城市更新项目，海秀公园已正式启
动建设计划。

目前海秀公园（一期）项目已完成
立项手续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海口市

园林局已邀请国内外一流水平的公园
规划专业团队，正着手开展海秀公园
规划方案的编制与调整工作，预计在
今年4月中下旬完成，争取在今年9
月下旬开工建设。

好消息！海口海秀公园预计9月开工
规划总用地面积约1517亩

本报海口3月10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庄晓珊）3月 10
日，海南爱心扶贫网公布第十八期
榜单，海南农垦以603.73万元连续
4周揽获销量冠军；陵水本号镇电
商扶贫中心的扶贫茶树菇蝉联订单
排行榜榜首。截至3月10日16时，
海南爱心扶贫网线上销售金额共
972.31万元。

海南爱心扶贫网相关负责人透
露，海南爱心扶贫网将首次推出贫困
户活禽农产品预售活动，预计从下周
开始预售第一批毛感阉鸡。

海南爱心扶贫网是海南省扶贫工
作办公室主办，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
南海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建设运营的
海南首个互联网+消费扶贫公益平
台。消费者可登录海南爱心扶贫网、
上海南爱心扶贫网微信公众号选购。

求真
澄清谬误 明辨是非

冒牌“海南交警”现身

收到年检短信
千万不要点击链接

本报海口3月10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陈孝文）近日，有一些市民
收到署名“海南交警”的短信提示车辆
年检到期，点击短信上附的链接可网
上办理。目前，已有市民被骗几千
元。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3月10
日发布紧急提醒：此“海南交警”是冒
牌的，请广大市民千万不要点击链接，
以防上当受骗。

据了解，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接到群众反映：收到署名“海南交警”
的短信提示车辆年检到期，点击短信
上附的链接可网上办理。有的市民收
到短信点击链接后，无论输入哪个名
字，得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回复：你车
辆六年年检今日到期，通过微信公众
号搜索“海南车辆登记”，关注并线上
年审……经查，该公众号的登记主体
为个人，并不是真正的海南交警。

针对此事，省交警总队已协调网
警部门进行侦查，如有群众受骗，可向
属地警方报警。

本报定城3月10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金世奇）海南日报记者3月10日从定
安县公安局获悉，定安推进扫黑除恶工作，近期成
功打掉3个涉黑涉恶团伙，查明并冻结涉案嫌疑人
银行账户资金119万余元。

据了解，2018年8月14日，定安县公安局接到
线索，定城镇田洋村多益村一队、二队的队长及队委
成员在2016年、2018年村干部选举中具有涉恶犯罪
嫌疑。该局立即组织精干警力全力追查，以吴某雄、
吴某锐为首，总数11人的涉黑涉恶团伙浮出水面。

经调查，该团伙自1998年起在多益村一带破
坏选举、操控选举，多次侵吞集体资产；采取威胁、
恐吓、殴打等手段控制村民；实施损坏他人财物等
一系列犯罪行为。目前，定安县公安局相继抓获
吴某雄等犯罪嫌疑人7人，彻底打掉该涉恶犯罪团
伙，查明并冻结该团伙重要成员吴某雄、吴某锐、
吴某春、吴某某、吴某标、吴某招等6人银行账户资
金119万余元。其他成员正在进一步追缉中。

2019年1月28日，定安县公安局获得线索，
定安县金鸡岭农场有一伙社会闲散人员长期涉嫌
敲诈勒索、寻衅滋事。

定安县公安局迅速调查走访，了解到从2017
年开始，以吴某能、陈某谦、林某为首，总数13人的
团伙成员敲诈勒索、殴打他人。

定安县公安局迅速出击，相继抓获犯罪嫌疑
人吴某能、陈某谦等6人。至此，该犯罪团伙被定
安警方成功打掉，其他成员正在紧密追捕中。

2019年 2月27日4时许，定安县公安局获
悉，3名蒙面男子持砍刀打砸定城镇南珠路某商
行，店内物品损坏，损失价值约3100元。3月3日
3时许，3名蒙面男子再次持刀打砸该店，造成经
济损失约4500元。

该局立即开展侦查，民警发现该团伙在3月3
日当天2时许，持砍刀蒙面打砸定城镇见龙大道
一休闲会所，造成经济损失约1.2万元，手段野
蛮、影响恶劣。

3月6日3时许，民警在定城镇一网吧楼下抓
获陈某等人。经审讯，3人对寻衅滋事、蒙面打砸
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目前，陈某等人已被定安
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深挖中。

扫黑除恶进行时

定安打掉3个涉黑涉恶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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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至17日，2019第16届
海南国际汽车展览会（简称海南国际
车展）将集结百余个汽车品牌，携空前
的优惠力度、丰厚的大奖、有趣的活动
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启幕。

本届车展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主办，海口市会展局、东方环球（海
南）国际会展中心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海南省新能源汽车发展促进联盟
协办，海南共好国际会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和海南洋浦共好国际展览有
限公司共同承办。作为一个连续举
办16年的专业品牌展会，本届车展
的展会规模大、车型选择多、价格优
惠力度大。

海南国际车展作为海南地区能够
接轨一线城市的国际化大展，已成为

各大汽车厂商品牌展示和新车发布的
重要平台。本届车展汇聚上千款热销
车型，展出面积5万多平方米，超过九
成的现场展位均由汽车厂家直接参
展。同时，本届车展现场还将带来北
京现代胜达、一汽大众新速腾、广汽丰
田雷凌PHEV、吉利嘉际、长安轿跑
SUV CS85 COUPE、一汽丰田亚洲
龙、卡罗拉双擎E等10余款品牌全新
车型的首发亮相。

作为我省大型知名车展，海南国
际车展优惠力度大，优惠幅度高。本
次车展不仅得到了各大汽车厂家的高
度重视，给予最优惠的价格，还有经销
商的大力支持，承诺让利到底，更有组
委会的购车大礼包。“多重优惠”为本
届车展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购车

价，为广大观众打造空前优惠的购车
盛宴。

本届海南国际车展除了全面展示
汽车产品和钜惠购车外，展会现场的
缤纷活动也不容错过。第7届新思维
车模大赛、“车展寻宝”集印章、名车品
鉴会、“逛车展 品名车 购车大礼齐分
享”购车抽奖、现场抽大奖“汽车使用
权”、“十秒挑战”、“赛车总动员”等活
动精彩纷呈。

此外，组委会还倾力打造多重好
礼，包括入场礼的青花瓷四件套，订车
礼、答卷礼、挑战礼，不仅能抽取汽车
使用权，还有iPhone手机等万元大奖
……线上线下各种奖上加奖，并有各
种礼品赠送（具体礼品以现场实物为
准）。此外，到场观众还可凭身份证到

指定展位免费领取精美礼品。
3月14日至17日展会期间，组委

会除了在展馆周围规划足量免费停车
位以外，还特别为观众提供免费接驳
车和滴滴优惠打车便民服务。免费接
驳车将在3月14日至17日从海南国
际会展中心往返市区8个定点（国兴大
润发、万绿园公交站、火车东站、明珠
广场、市人民大会堂、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大学东门、远大购物广场）；此外，
滴滴快车助力海南国际车展，3月14
日至17日车展期间，使用滴滴快车前
往或由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出发的订
单，均可享受8.8折优惠（优惠限滴滴
出行App叫车使用，具体优惠以现场
为准）。
（本版图文均由海南国际车展提供）

百余个汽车品牌集结 优惠力度空前 活动内容丰富

海南国际车展3月14日海口开幕

扫码关注
“0元抢票”逛车展

海南爱心扶贫网第十八期榜单出炉

海南农垦连续4周蝉联销量冠军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商品名称

「陵水」本号镇电商扶贫中心的茶树菇

「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态大米

「乐东」春源子民农民合作社的哈密瓜

「乐东」海南顶香生态农业公司农家鸡蛋

「陵水」电商扶贫中心的圣女果

「白沙」富涵家禽专业合作社的虫草鸡蛋

「临高」贫困户林春发的小银鱼干

「三亚」育才生态区的百香果

「海垦」南金农场公司的南海茶

「澄迈」沙土甘薯地瓜专业合作社的桥头地瓜

累计销售量（件）

7751

7738

6744

5069

4522

4335

4278

4027

3681

3419

海南爱心扶贫网订单排行榜

（第十八期）

备注：以上排名根据海南爱心扶贫网数据进行统计统计

时间：2018年10月16日至2019年3月10日16时

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榜

（第十八期）
排

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地区

海垦
澄迈
陵水
海口
定安
乐东
白沙
临高
保亭
五指山

金额（元）

6，037，342.29
4，760，671.78
4，405，874.24
3，258，817.82
2，311，964.79
2，187，737.44
2，161，286.04
1，905，161.31
1，037，013.85

847，108.94

扫码关注
海南爱心扶贫
网订阅号

全科医生：
村民健康的“守门人”
3月7日1时20分，一声清脆的哭

声，让产房外等了数小时的家属放下了
心。在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的中心
卫生院，全科医生潘红宇（左一）和同事
一起接生了一个6斤多重的女婴。

目前，我省已招收农村订单定向
免费医学生1000人，其中首批定向
培养的79人已在各市县基层乡镇卫
生院担任全科医生，潘红宇就是其
中之一。据了解，我省将加强全科医
生队伍建设，力争到2020年，全省城
乡每万名居民拥有2至3名合格的全
科医生。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