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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22日讯（记者陈
雪怡 通讯员尹建军）成立省自然资
源和规划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公开扫黑除恶举报信箱和
电话，确保及时收集自然资源和规
划领域涉黑线索……海南日报记者
4月22日从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了

解到，针对下一阶段扫黑除恶重点
工作，该厅已进行安排部署，将指导
各市县局结合实际，强化线索摸查，
开展重点问题整治，推进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

重点工作具体内容包括：指导各
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对本地区自
然资源和规划领域涉黑涉恶情况进行
全面排查分析，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通过联动机制，与公安、司法等部门资

源共享、信息互通，提升工作协同能
力，严厉打击自然资源和规划领域黑
恶势力；紧扣当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
的不安定因素，重点加强对易滋生黑
恶势力的征地拆迁、矿山开采、土地违

法案件等领域的全力排查；成立4个
扫黑除恶专项督导组，分别对乐东、东
方、陵水、万宁、澄迈、临高、儋州、昌江
等8个市县进行督导，确保扫黑除恶
工作落到实处。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部署下一阶段扫黑除恶重点工作

成立4个扫黑除恶专项督导组赴8市县进行督导
扫黑除恶进行时

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在海南

加强农业生产指导
强化火灾隐患排查

本报万城4月22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王清云）4月22日，万宁市应
急管理、农业农技、消防等部门采取措
施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事故。

万宁市应急管理局下发文件到各
镇，指导各镇收集高温天气下农作物
的生长情况，提前为抗旱工作做准
备。万宁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门制
定了高温天气下瓜果菜防护措施，指
导各镇农业生产。

针对高温天气易发电气火灾等情
况，万宁市消防部门全面加强人员密
集场所消防安全负责人、社区微型消
防站、高层建筑楼长等人员消防安全
培训，动员受训人员深入小区，帮助查
找隐患，宣传消防用电、用气安全常
识，提高居民消防安全意识，确保高温
天气火灾形势平稳。

多部门联动应对高温
保障生产生活安全

本报八所4月22日电 （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王锋 梁昌琪）海南
日报记者4月22日从东方市气象
局获悉，连日来东方市大部分地区
出现36℃～39℃的高温天气，最高
气温达到40.3℃。为确保群众平安
度过高温，东方市多个部门纷纷行
动，做好高温天气防范工作。

据悉，东方市电力部门已在全市
范围内检查防范，确保不因用电量过
高，导致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
载大而引发火灾。东方教育部门也
向各个学校下发通知，禁止学生、青
少年私自下河游泳。村镇农业技师
下到田间地头，向村民传授“慎浇
水、缓施肥，重防晒”等战高温的田
间管理方法，避免高温天气下村民
的错误操作，造成农业生产损失。

优化停电计划检修
提升故障抢修效率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朱玉 朱丽平 卢传隆）
4月 20日，海南2019年统调最高负
荷达到4736兆瓦。海南日报记者4
月 22 日从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
获悉，为做好供电保障工作，该公司
优化停电计划检修，安排人员对重要
输电线路进行“特巡特维”，排查消除
电网设备在高温、高负荷条件下的易
发、多发隐患，全力保障居民用电。

海南电网公司表示，该公司将加
快提高95598服务热线接通率，及时
处置各种用电故障，优先采用不停电
方式处理设备及线路故障隐患，尽可
能减少突发故障对居民用电的影响。

如遇到停电或其他用电故障，可
拨打95598服务电话或关注“南方电
网95598”微信公众号报修。

取消计划检修
24小时待命保供电

本报嘉积4月22日电（记者丁
平 通讯员卢传隆）4月22日，南方电
网海南琼海供电局工作人员冒着高温
对重要输电线路进行“特巡特维”，排
查消除电网设备在高温、高负荷条件
下的易发、多发隐患，确保迎峰度夏期
间琼海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据悉，4月21日，琼海供电局要
求各基层单位高温期间取消计划检修
工作，全体员工进入24小时值班保电
状态，应急抢修的备品备件要配备充
足完善，抢修车辆要保持良好的状态，
进一步细化高温期间完善电网和供电
服务应急预案，及时协助重要用户做
好隐患排查。同时，密切监视电网运
行状况，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强化
电网安全分析，深化配网精益化抢修，
及时处置各种用电故障。

我省本周晴热少雨
最高温可达40℃以上
后期局地有雷阵雨气温稍有下降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记者叶媛
媛 通讯员许嘉 吴春娃）海南日报记
者4月22日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
近期我省的持续高温是受前期持续的
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最高气温相对常
年偏高，其中临高最高气温为41℃，突
破同期历史极值。预计本周全岛仍维
持晴热少雨天气，局地午后有雷阵雨，
并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记者孙
慧）我省连续多日出现高温，为避免高
温天气对全省人民生产生活造成影
响，根据省委、省政府的相关指示，4
月22日，省防汛防风防旱总指挥部办
公室部署防高温抗旱工作，要求加强
监测预警预报，各市县统计上报旱情
和抗旱情况，根据实际需求，可开展人

工增雨作业，进行水库科学调度，保障
用水供应。

根据气象干旱监测，截至4月20
日，东方、澄迈为重度气象干旱，屯昌、
临高和海口为中旱，昌江和文昌为轻
旱，其余市县处于无气象干旱状态。
省三防办要求，要加强监测预警预报，
气象部门及时发布气象干旱情况，根

据实际需要，开展人工增雨作业。水
务部门要强化江河水库水情预测预
报，及早做出水情旱情监测预警，及时
向各市县和有关部门通报，为全省开
展防旱抗旱工作提供支撑。

高温干旱可能将造成用水紧张，
目前，我省正在完善供水用水计划，有
效应对可能出现的旱情。省水务厅提

供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21日8时，全
省水库蓄水量为49.05亿立方米，约占
正常库容的6成，其中大中型水库蓄水
量超过6成，小型水库蓄水约4成。

在我省受高温影响较严重的区域
中，东方市、文昌市的水库蓄水量较
少，而文昌市城镇供水因缺乏备用水
源，在汛前供水将趋于紧张。省水务

厅将紧密联系气象部门进行会商，针
对未来降雨情况，做好用水调度安排。

省三防办要求，要继续加强旱情
信息报送，适时启动应急响应。各市
县三防部门在新三防应急预案印发之
前，按照原有的三防应急预案的有关
规定，根据旱情发展的趋势，及时启
动本地区抗旱应急响应。

省三防办要求各市县上报旱情和抗旱信息

适时采取措施加强防旱抗旱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记者孙
慧）4月22日，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
室下发通知，要求各市县安全生产监
管部门加大高温天气安全生产巡查力
度，对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和重点设备
进行重点巡查和专项整治，严防因高

温天气导致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省安全生产委员会要求各市县安

全生产监管部门，在道路交通、消防安
全、矿山和危险物品、建筑施工、学校
安全管理等重点领域加大安全隐患排
查，对学校、旅游景区、老旧小区等重

点单位加强专项整治，防止因高温天
气影响引发各类安全生产事故。

针对当前高温干旱气候的特点，
各市县有关部门还要充分利用广播、
网络、媒体等开展高温干旱天气下安
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安全教育，普及高

温天气安全防范常识，严防因自燃、
爆燃引起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提高全
民灾害防范意识。生产经营单位除
了加强安全巡查和防范外，要储备应
急物资和装备，加强应急演练，提高
处置各类突发事故的应急能力。

我省加大安全生产隐患巡查力度

严防高温天气安全生产事故

战高温 迎 验烤

南海网发起
“送清凉”公益行动
爱心企业报名踊跃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4 月 22
日，“战高温海南在行动——南海网联
合爱心企业送清凉公益活动”一经发
起，就得到了饮品企业、装饰公司、教
育机构、银行等爱心企业积极响应。
目前，爱心企业报名还在火热进行中。

据悉，响应的企业包括椰树、蒙
牛、光大银行、民生银行、椰屿坊食品、
海南鑫杰科技有限公司等十余家。除
提供遮阳伞、水杯、饮品、饭盒等防暑
降温物品外，一些企业及商家还将在
各自的线下门店设置爱心清凉服务。
目前，各企业正在筹备相关物品。

一瓶瓶爱心水，一声声“辛苦了”，
这既是对高温作业劳动者的尊重和敬
意，更饱含着社会各界的深情关怀。
有 意 参 加 活 动 的 企 业 ，可 拨 打
66810019或通过南海网官方微信、
官方微博报名。

白沙多举措推进
教育均衡基础设施建设
各项指标要求均达到规定标准

本报牙叉4月22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符妙瑾 符俏剑）“自从白沙启动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工作以来，我们乡镇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教学
硬件设施得到很大改善。”4月22日上午，在白沙
黎族自治县七坊中学，学生们在多媒体教室里聆
听老师讲课，窗外绿树红花环绕校舍，校长钟盛旺
看着这一幕感慨地说。

据介绍，白沙县委、县政府近年来加大资金投
入，对七坊中学等多所乡镇学校进行绿化、美化、
亮化，同时对校舍以及运动场地、食堂、教学楼等
设施进行改造与优化，并配备图书、教学仪器、多
媒体教室、各类功能室等教育技术装备、设施。钟
盛旺说，随着学校面貌焕然一新，教学质量稳步提
升，学生与家长们也充分感受到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带来的可喜变化。

白沙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白沙着
力开展教育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基础设施建
设，大力改善办学条件，推进白沙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2014年至2018年，白沙充分利用中央、省级
专项资金，共投入1.7亿元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
校基本办学条件。此外，2017年至2018年，白沙
县财政共投入资金2.53亿元用于教育均衡发展
项目建设。目前，全县学校生均校舍、体育运动场
馆、图书册数、计算机台数、学生课桌椅配备等各
项指标要求均达到上级教育部门规定标准。

施工挖断供水管道

海口一施工项目
被处罚近5万元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记者叶媛媛）近日，有
市民投诉海口秀英区永椰路和药谷三横路交汇处
一工地供水管道被挖断，导致周边大片小区停水。
海南日报记者4月22日从海口市水务部门获悉，
目前破损水管已维修完毕，用水恢复正常。水务部
门在调查取证和结合相关证据后，依法认定施工单
位违法事实，对其顶格处罚4.9999万元。

据了解，因药谷二期三号路与三横路交汇处
市政管网管道破损，经高新区管委会同意，海南建
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在这里进行施工。19日上
午，施工单位在此处进行污水井和雨水井清理作
业时，不慎挖破了永庄水厂的供水主管道。水管
抢修期间，因减量降压供水，秀英局部区域出现无
水情况。至4月20日下午4时，破损管道和一漏
水点抢修工作完成，受影响区域进入供水恢复状
态。21日下午4时，用水逐渐恢复正常。

21日，海口市水务局组织海口市水政监察支
队、海口市供排水管理处等部门到现场调查取
证。经过核查，海口市水政监察支队以从事“危害
公共供水管网设施”行为、违反《海口市城市供水
排水节约用水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对施工单位
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责令对方立即改正上述行
为。22日，海口市水政监察支队在调查取证后，
结合相关证据，依法认定施工单位违法事实，并对
其顶格处罚4.9999万元。

对此，海南建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通过《海南
日报》正式发表致歉信，表示该公司将按照主管部
门的要求，加强教育和培训，规范现场施工作业，积
极配合整改并确保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情。

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进驻海口澄迈琼中开展督导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记者良

子）4月22日，中央扫黑除恶第18督
导组分组进驻海口、澄迈、琼中3市县
开展督导工作。

22日上午，中央扫黑除恶第18
督导组第2下沉组督导海口市工作汇
报会召开。中央扫黑除恶第18督导
组组长吴新雄、第2下沉组组长张克
等督导组成员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
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代表海口市
委、市政府汇报海口市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开展情况。

吴新雄强调，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
的重大决策部署。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坚决打赢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这场攻坚仗。要紧盯涉黑
涉恶重大案件、黑恶势力经济基础、背后

“关系网”“保护伞”不放，在打防并举、标
本兼治上下真功夫、细功夫，要着力解决
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涉黑涉恶问题，切
实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为海南加快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提供坚强保障。要
认真组织学习4月9日“两高两部”联合
印发的四个黑恶势力犯罪司法解释，提
高开展专项斗争的法治水平。要密切配
合支持下沉督导组开展好个别谈话、资

料调阅、线索核查等工作，认真抓好边督
边改，不折不扣完成好中央交办的任务，
以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向纵深发展。

张琦表示，海口紧抓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实现了三个
率先。海口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
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
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精神，
按照省委的工作安排，切实增强接受督
导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全力配合中央督
导组开展督导工作。将以此次中央督
导为契机，直面问题，立行立改，一抓到
底，扛起省会城市的责任担当。继续保
持扫黑除恶的高压态势，加大大案、要案
的攻坚力度，强化办案质量，把每一起
案件都办成铁案，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22日上午，中央扫黑除恶第18

督导组第4下沉组到澄迈县开展督导
工作并召开督导工作汇报会。中央扫
黑除恶第18督导组第4下沉组组长
吴久宏出席汇报会并作讲话。

吴久宏要求，澄迈县委、县政府要
坚决落实督导工作安排部署，坚持边
督边改，对中央督导组交办和群众举
报的线索，要组织精干力量认真核查
反馈，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对于督导中
发现的问题及工作偏差抓紧整改。

澄迈县主要负责人代表澄迈县
委、县政府汇报了澄迈县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工作开展情况。该负责人表
示，澄迈要按照中央督导组的要求，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逐级传导压力，确
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22日上午，中央扫黑除恶第18督

导组第5下沉组督导琼中工作汇报会召
开。中央扫黑除恶第18督导组第5下沉
组组长许小京出席汇报会并作讲话。

许小京要求，琼中要牢固树立以
人民群众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对
中央督导组交办和群众举报的线索集
中梳理核查，进一步发动群众提供线
索，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腐败问
题和“保护伞”；要确保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持续有效开展，进一步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主要负责人
汇报琼中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
况。该负责人表示，琼中要做到有黑必
扫、有恶必除、有乱必治，有“伞”必打；
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
务实的作风，最严格的问责，坚定不移
的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4月22日，海南万洋高
速公路项目第4标项目部开
展“送清凉”活动，施工单位
将西瓜、饮品和防暑药品等
送至施工现场，把“清凉”送
到一线工人的心中。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张璐 穆鹏 摄

送清凉 沁人心
海榆中线新序段电缆
管沟项目预计7月底完工

本报定城4月22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程守满）4月22日，在位于定安县新
竹镇的海榆中线新序段电缆管沟项目施工现场，
施工人员顶着炎炎烈日，在电缆沟里焊接作业，汗
水湿透衣衫。

作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二批集中开工的
项目之一，海榆中线新序段电缆管沟项目目前已
开挖电缆沉沟250米，完成沉底沟垫层建筑293.7
米，沉底盖板浇筑50米，沉底沟墙砌筑200米，并
完善临边安全防护措施770米。项目完成进度超
过50%，预计将于今年7月完工。

据介绍，海榆中线新序段电缆管沟项目总长
1.664公里，计划总投资904万元。项目建成后，
将进一步优化城镇建设结构，提高配网电缆化率，
增强电力设施抗灾能力，全面提升供电可靠性。

我省打击电信诈骗犯罪“蓝天行动”
集中收网81小时

儋州214名目标对象
全部到案

本报那大4月22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廖
伟生）根据公安部的部署，海南省公安厅于4月
18日晚组织开展了打击电信诈骗“蓝天行动”。
从4月18日22时起，至4月22日上午7时，儋州
主战场打击电信诈骗犯罪“蓝天行动”集中收网历
时81小时，214名目标对象全部到案，连带抓获
23人，共计抓获和劝投电诈犯罪嫌疑人237人，
带破案件400余起，冻结涉案金额17万元，收缴
99名嫌疑人主动退回的赃款170.5万元。

据了解，4月18日晚至4月19日凌晨，儋州
市公安局开展打击电信诈骗犯罪“蓝天行动”，抓
获97名儋州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对电信诈骗
犯罪形成有力震慑，但仍有部分电信诈骗犯罪嫌
疑人在逃。为广泛发动群众，加大在逃人员的缉
捕工作力度。4月20日，儋州警方向全社会公开
发布了悬赏110名儋州籍电信诈骗在逃人员的通
告。截至22日上午7时，110人全部投案自首。

23日至25日
全岛晴间多云，其中西北半部局

地午后有雷阵雨，并伴有雷雨大风等
强对流天气；

各地气温较高，西北半部地区最
高气温36℃～39℃，局地可达40℃以
上，其余地区 32℃～35℃，最低气温
内 陆 地 区 23℃ ～26℃ ，沿 海 地 区
26℃～29℃。

26日至28日
全岛晴到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

雨，并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西北半部地区高温天气略有缓

解，但部分乡镇仍有35℃～37℃的较
高气温，其余地区最高气温 32℃～
35℃，最低气温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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