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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4月6日12时-4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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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1

8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3

21

25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为精准打击各种黑恶势力，中央扫黑除
恶第18督导组4月7日起进驻海南，现向全
省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和邮政信箱，欢迎广大
干部群众踊跃举报。

举报时间：4月7日至5月7日
每天8：00-20：00；

举报电话：0898-65360851、
65363891、65391195；

邮政信箱：海口市A011号邮政信箱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今晚播出
展示三亚市天涯区
脱贫攻坚亮点

本报海口 4月 7日讯 （记者
陈卓斌）第126期海南省“脱贫致
富电视夜校”将分别于 4 月 8 日
20 时在海南综合频道、20 时 30
分在三沙卫视播出，旅游卫视也
将于4月 14日 16时 20分播出该
档节目。

本期节目中，三亚市天涯区
委副书记程建华将作为主讲嘉宾
登台，具体讲述三亚市天涯区开
展脱贫攻坚工作的几大亮点，包
括完善体制机制，推进精准扶贫；
引入社工参与扶贫扶志，建立扶
贫网格化管理派单系统；开通扶
贫公交，打通贫困地区交通“最后
一公里”；成立慈善基金会，推行

“基层党组织+贫困户+企业”模
式等。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
播电视台或下载“视听海南”手机
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节目播出
的同时，“961017”脱贫致富服务
热线将继续开放，电视夜校栏目
组的扶贫农产品线下售卖活动继
续推出贫困户的农特产品。

本报海口4月7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4月 7
日，海南爱心扶贫网第22期订单排
行榜公布，海南农垦以604.6万元继
续揽获销量冠军，澄迈、陵水分别以
481.4万元、444.2万元的销售额占
据销量排行榜第二名、第三名。值
得关注的是，当天白沙馆特色产品
集中亮相白沙“三月三”特色美食展
销会，让扶贫产品更好“变现”，实现

销售额81万元。
记者了解到，为了更好地帮助

贫困户销售农产品，海南爱心扶贫
网多点发力，本周携白沙绿茶、白沙
红心橙、山兰米、陨石岭咖啡等近百
种白沙特色农产品亮相白沙黎族自
治县2019年“三月三”特色美食展
销会暨爱心扶贫大集市活动现场，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品尝。活动现场
还有鱼茶、糯米酒、糯米馍等当地特

色美食和紫玉淮山等爱心扶贫农产
品受青睐。

“我们不但打通了线上线下，让
消费者能直观看到产品，并且精准
营销，借助一些大型节庆活动的影
响力邀约爱心人士参加扶贫活动，
成交率也会提高。”海南爱心扶贫网
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展销活动销
售额达81万元，下一步还将陆续推
出系列线下活动，帮助贫困户解决

特色农产品的销路问题。
同时，为了回馈消费者，海南

爱心扶贫网扶贫产品优惠大放
送。从上周开始不定期推出多款
优惠农产品。万宁港北渔村巴浪
鱼干2斤装69元；陵水大宁萝卜干
五包立减 20元；海燕梦花生油买
大送小等，欢迎广大市民及爱心人
士每天关注爱心扶贫网聚划算动
态来选购。

海南爱心扶贫网白沙农产品亮相“三月三”
实现销售额81万元

扫黑除恶进行时

爱国情 奋斗者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符志高

4月 2日下午5时许，临近下班
时间，东方市水务局河长制办公室的
技术顾问冯明祥仍旧坐在办公桌
前。他在认真地查阅当前全市河流
问题整改情况的资料，并时而皱起眉
头，圈圈点点。“这些问题今天得看
完，明天还有明天的工作。”

今年76岁的冯明祥，与水结缘
53年。1966年，23岁的冯明祥大学
毕业后就在吉林省从事水务工作。
2002年，退休的冯明祥接受了水利部
的返聘，成为一名稽查人员。2012
年，作为国家水利部水利工程稽查特
派员，冯明祥率稽查组来到东方，还未
下车，他就被车窗外的景色迷住了。

“东方既不潮湿，又不炎热，我要在这
里度过晚年。”就这样，冯明祥成了东
方市的一名“候鸟”。

2014年的春天，冯明祥正准备返
回吉林老家，被小区里张贴的《致广大

“候鸟”人才的一封信》吸引了目光。
冯明祥认真看了看，发现自己符合东
方市寻找的“候鸟人才”标准。晚上实
在睡不着，他告诉了老伴。老伴对他
说：“你的选择我都支持，但是你可要
想好了，以后可就过不上清闲的生活
了。”冯明祥认真想了想老伴说的话，
还是提笔写了申请。

很快，东方市水务局就聘请冯明
祥成为该局水利顾问。得知这个消
息后，冯明祥十分激动：“一辈子与河
打交道，这下我能继续在东方发挥余
热了。”

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摸透东
方市河流的基本情况。“冯老师了解河

流的情况，从来不在纸上，而是到现场
一条一条地看。”东方市水务局城乡水
务股负责人符斌说，工作经验丰富的冯
明祥到了现场，很快就能将河流的河沟
情况、水质及周边的环境全部摸透。东
方市有17条市级及重点河流、221条
乡镇及村级河流，这些河流，冯明祥全
部走遍，有的还甚至去过多次。

此后，冯明祥又先后参与了东方
全市水利工程建设“百日大会战”活
动、水污染治理行动、水网建设“十三
五”规划项目修订、水务建设管理规章
制度起草等重点工作。

2017年初，东方市政府审议通过
并印发了《东方市城镇污水排放管理
办法》，这意味着东方有了专业、细致
的污水管理章程。在此前的几个月，
冯明祥的办公室经常彻夜亮灯。为了
让东方拥有系统的污水管理办法，冯
明祥主动请缨。21条管理办法，冯明

祥逐字逐句推敲，涵盖了法规、技术、
处罚等多个方面。

2017年3月，东方市被设为海南
省河长制推行工作的唯一试点。同年
5月，东方市成立河长制办公室，冯明
祥有了新的身份——东方市河长制办
公室技术顾问。

“确定河流名录，才能开展河长
制，但是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必须找到
水源地。”一次，在东方市感恩河的溯
源之旅中，冯明祥突然告诉同行的工
作人员，上游有采砂点。符斌当时愣
住了——所见之处并没有采砂点的踪
影，这个结论从何而来？冯明祥解释：
河水时而浑浊，时而澄清，说明上游的
采砂点可能已经关闭，但是当初开采
的坑洞还保留着，水流卷起了坑洞的
泥沙，导致河水浑浊。

到了上游，水务局的人员果然发
现了采砂点旧址。经过这件事，冯明

祥过硬的专业技能更让水务局的工作
人员深感佩服。

在冯明祥等人的努力下，当前东
方市已全面建立了河长制湖长制，完
成了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及重
点河流共计16条的“一河一策”的编
制和东方市河流水系图册的绘画，开
展了“一湖一策”编制，并作为我省试
点开展了“一河（湖）一档”工作。全市
城镇内的河湖水质也全部达标，非法
采砂得到有效打击。

“在东方的生活很惬意，我也早就
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冯明祥住在
东方新城的一个小区，每一个工作日
的早晨，他都推着一辆电动自行车出
门上班。十余分钟的路程，他喜欢慢
慢地骑过一条条小河，看看水质变化，
想一想一天要做的工作。冯明祥说，
这样的日子他过得很充实。

（本报八所4月7日电）

作为东方市河长制办公室技术顾问，这位76岁“候鸟”老人走遍全市200多条河流

冯明祥：与河打交道，忙得很充实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我省清明祭扫活动安全平稳
15个省级观察点接待祭扫群众近24.4万人

本报海口4月7日讯（记者刘操）海南日报
记者4月7日从省民政厅获悉，清明节假期3天，
海南全省15个省级观察点接待祭扫群众24.4万
人，祭扫车辆4.8万辆，服务保障工作人员3653人
次，祭扫活动总体保持安全平稳，没有发生安全事
故，无人员伤亡。

从统计数据来看，今年的清明祭扫高峰出现
在清明节当日。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市
县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告知、引导群众错峰祭扫，
今年选择错峰出行、错峰祭扫的群众大幅增加，通
往墓园的道路顺畅，园区秩序井然。各公墓、殡仪
馆祭扫垃圾清理清运及时，园区环境卫生整洁干
净。此外，各市县公墓开展了免费赠送鲜花，用于
换群众携带的纸钱、鞭炮等祭奠物品，焚烧纸钱、
燃放鞭炮的不文明祭祀行为较往年已大幅减少，
选择文明祭扫、绿色低碳祭祀的群众明显增加。

琼中县城奔格内便民慢巴
投入运营

本报营根4月7日电（记者李梦瑶 通讯员
尹婉妮）4月7日上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首批
30辆奔格内便民慢巴于县城正式投入运营，5条
线路串起学校、农贸市场、大型购物商场、住宅区
及政府办事机构等热门出行目的地。

据悉，琼中奔格内便民慢巴是该县便民公共
交通绿色发展与脱贫攻坚的有机结合，实行政府
管理，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琼中三江
源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各村委会集体经济资
金融资股份制经营模式，收益将用于扶持农村贫
困户公益型企业。

海南正源对虾种业
院士工作站揭牌成立

本报八所4月7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罗泰发）近日，海南正源对虾种业院士工作站在海
南正源水产研究院有限公司揭牌成立，该站为东
方首个院士工作站。

东方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东方市首
个揭牌成立的院士工作站，是东方市贯彻落实“百
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柔性引进院士团队开展
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成果转化合作的具体实践和
有效成果。这对今后进一步柔性引进国内高端优
质人才资源，建设宜居宜游宜业热带滨海花园城
市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作为东方首个院士工作站，海南正源水产院
士工作站旨在根据水产所的研究方向与实际情
况，在虾类遗传育种理论和技术上进行指导，实现
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备注：左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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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16时

扫码关注
海南爱心扶贫
网订阅号

扫码登录
海南爱心扶贫
网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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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昌」东阁凤头蜜本爱心南瓜

「乐东」春源子民种养殖农民合作社的哈密瓜

「乐东」海南顶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农家鸡蛋

「陵水」电商扶贫中心的扶贫圣女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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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生态区的扶贫百香果

「海垦」南金农场公司的扶贫南海茶

累计销售量（件）

8151

8093

7490

6988

5142

4522

4429

4381

4192

3722

海南爱心扶贫网订单排行榜（第二十二期）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榜

（第二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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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宁

金额（元）

6046121.49

4814124.78

4442368.84

3281730.82

2318613.79

2200180.44

2172302.74

1917540.21

1053595.85

897128.10

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

文昌立案查处涉黑涉恶问题21件23人

◀上接A01版
“这标志着我国国产关键技术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中国科研人员可以在深
海深渊领域开展全方位的装备海试和
科考，也有能力引领世界深海深渊的
技术发展和科学研究。”深海所工程技
术部副研究员陈俊说。

据介绍，深海所的科学家们通过
对深渊样品的研究，已在国际地球化
学 顶 级 期 刊《Geochemical Per-
spectives Letters》和生物学顶级期
刊《Nucleic Acids Res》上发表了3
篇高水平论文，为世界海洋科研和环
保事业贡献了海南科研人的力量。

“这一年，深海所再次实现了超常
规的发展。总书记对国家创新驱动战
略、深海科技事业给予的强大支持，非
常鼓舞人心，大家心往一处想、智往一
处谋、劲往一处使，志向深蓝。”深海
所办公室主任发强说。

做精科技 产研结合
拼在一线，成为海南深海科研人

这一年来的工作写照。
担任深海所深海科学研究部副主

任的杜梦然这一年来异常忙碌，她参
与立项工作的“深海/深渊智能技术及
海底原位科学实验站”A类先导专项，

就是该所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争当新时代国家深海科技创新排头兵
的具体行动之一。

“为攻克制约我国深海科技发
展的瓶颈问题，专项采取陆海统筹、
打破界限、开放竞争的组织形式，协
调多单位合作，促进参与专项研发
任务的院内外高新技术单位进入新
时代国家深海科技发展的主战场。”
杜梦然透露，同类项目至少需要一
年以上才能立项，而该项目仅用时
半年。

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
来的。该项目于2018年11月7日启
动后，计划5年内投入经费10亿元，
联合国内58家涉海科研机构、1500
名科研人员的力量，预期将产生不少
于50项深海科技领域的核心关键技
术，推动我国深海高技术装备和产业
发展，在未来占据竞争优势。

“我们在深海科技创新的基础上
推进产研结合，将打造深海科技共享
开放平台。”深海所党委副书记、副所
长阳宁透露，该所将携手三亚崖州湾
深海科技城做精深海产业，今年6月

有望开展首次科技招商，推动深海着
陆器等一批先进设备的产业化应用。
而深海所规划在三亚南山港建设的科
考码头也将对外开放，作为全国涉海
科研机构都能使用的公共码头和深海
科技产业的孵化基地。

产研结合，也反过来推动科技创
新与进步。杨天梁这一年感慨颇多。

“在海南做空间科技，几乎是从
零起步，但总书记‘4·13’重要讲话
中关于空间科技创新的指示，给大家
指明了方向，我们在这方面是责无旁
贷的践行主体。”杨天梁说，基于三亚
中科遥感信息产业园平台打造海南
空间科技创新战略高地，并围绕海南
卫星星座项目的建设推动海南商业
航天产业发展，这两项重点工作如今
成效初显。

截至目前，三亚中科遥感信息产
业园入园企业73家。海南卫星星座
项目建设提速，“海南一号”4颗光学
卫星已进入正样总装和综合测试研制
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出厂并择机发
射；“三亚一号”两颗高光谱卫星和“三
沙一号”两颗雷达卫星也已启动研制，

进度比预期提前了一年！

矢志创新 发力海空
“工作节奏一年比一年快，但工作

环境一级棒。”夜色已暗，深海所的工
程实验室里，年过六旬的深海工程技
术部高级工程师凯西仍在专心测试一
架电视抓斗采矿车。这位来自美国的
工程师，每周主动只休半天，拼劲一点
不输年轻人。

落实海南省“百万人才进海南”行
动计划，深海所多渠道引进具有国外
学习和工作经历的人才。目前所里有
6名外籍科研人员，还有不少年轻的
杰出人才加入科研队伍。“所里硕士以
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比超过八成，
2019年科技人员队伍还将大幅度增
加。”阳宁说。

这一年来，深海所积极优化科研
环境，为人才谋事创业提供施展的舞
台。比如，“深海极端环境模拟”重点
实验室通过筹建验收，拥有可视高压
反应腔及光谱分析技术平台、金刚石
压腔技术平台等，代表了目前国际前
沿水平；推进深海技术创新研究院建

设，探索与海南共建“海南省深海技术
实验室”，与企业共建深海虚拟现实联
合实验室等。种种举措，旨在吸引更
多具有高科技研发实力的机构进入深
海领域，推进大型深海科技装备和核
心技术向海南聚集。

“海南具备开展海洋和航天科研
的独特优势，加强创新协作可积蓄发
展力量。”杨天梁近期有了一个新的身
份——在整合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
所、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光电研究
院三家科研机构力量组建而成的中国
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里，他是其海
南研究院的执行院长。

“三家科研机构的顶尖团队和科
研资源向海南倾斜，有效推动海南卫
星星座项目建设提速，空间信息服务
和商业航天服务辐射至东南亚的步伐
有望加快。”对于未来发展，杨天梁信
心满满。

踏实拓路科技事业，矢志创新不
负重托。海南科技人，正奋进在创新
创业的最前沿，在大海之下、苍穹之间
镌刻属于琼岛的印记。

（本报三亚4月7日电）

打造深海研发基地 加快发展深海科技

林明玉同志逝世
◀上接A01版
县“五七”干校革委会副主任，什岭公社党委
副书记。1973年4月至1975年7月任广东省
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保亭县委宣传部部长，
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县委常委兼组织部
长。1975年7月至1977年1月任广东省海南
黎族苗族自治州保亭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
长。1977年1月至1983年12月任广东省海
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陵水县委书记。1983年
12月至1990年10月任广东省（海南省）海口
市委书记。1990年10月至1993年2月任海
南省人民政府代秘书长。1993年2月至1998
年4月任海南省政协副主席、秘书长。1998
年4月至2003年1月任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2003年12月离休。

林明玉同志住院治疗期间，省领导多次
前往或委托他人前往医院看望，并指示有关
部门想方设法给予治疗和抢救。林明玉同志
逝世后，省领导分别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并
对其亲属表示慰问。

林明玉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定于2019年
4月10日9时在海口殡仪馆举行。

亲属联系电话：
13907579507、13907579255、
1390115990
单位电话：0898—65381511（传真）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19年4月6日

本报文城4月7日电（记者李佳
飞 通讯员黄云平）海南日报记者4月
7日从文昌市纪检监察机关获悉，自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以来，文昌市
坚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斗争和基层

“拍蝇”结合起来，加强监督执纪问责
和监督调查处置，严肃惩治涉黑涉恶
腐败问题，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持
续净化政治生态。截至目前，全市纪
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违纪
违法问题21件23人，已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6人，移送司法机关5人。

为加大扫黑除恶宣传，文昌市充
分利用媒体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信
箱和电子邮箱，分别开通党风廉政建

设网络曝光台和“文昌清风”公众号
“随手拍”举报平台等，拓宽监督举报
渠道。同时，相关部门联合开展“大下
访、大接访”活动，主动深入基层一线，
启动村（居）巡察，重点受理“村霸”“砂
霸”“菜霸”等村级党员干部涉黑涉恶
腐败问题。通过广泛宣传和深入摸
排，截至2019年3月共揪出涉黑涉恶
领域违纪违法问题线索54件。

为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文昌
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地区、行业
和领域集中发力。重拳之下，铺前镇

潘某某等人骗取政府征地补偿、把持
基层政权、非法盗砂等涉黑涉恶问题
无处遁形，案件涉及的党员干部黄某
某、潘某、韩某某等有关问题逐渐浮出
水面。

此外，随着抱罗镇辖区一起特大
赌场查处工作的推进，文昌市纪委监
委还发现了市公安局原政委黄某某有

“保护伞”嫌疑。面对深耕文昌公安系
统多年、犯罪手段隐蔽、反侦察能力强
的当事人，市纪委监委迅速组织精干
力量成立专案组，在做好外围的充分

谋划后，于2018年12月26日对黄某
某采取异地留置措施。留置期间，文
昌及时召开全市公安系统党员干部警
示教育动员大会，在高压震慑和政策
的感召下，16名公安干警先后主动投
案自首，“保护伞”应声而倒。2019年
3月29日，黄某某受到开除党籍和公
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

随后，以抱罗赌场案为突破口，文
昌继续与黑恶势力较真碰硬，深挖彻
查“保护伞”问题线索22条23人，目

前已立案15件16人，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3人，移送司法机关3人，收缴违
纪违法犯罪所得195.86万元，有效遏
制了违法开设赌场屡禁不绝的态势。

“民之所呼，剑之所指。接下来，
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村级监督制度，在
每个行政村设立1名纪检监察监督
员，将监督和发现问题线索的触角延
伸至群众跟前，打通群众举报的‘最后
一公里’，彻底肃清横行乡里、欺行霸
市的黑恶势力。”文昌市纪委监委有关
负责人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