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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违纪违法

省人民医院原院长李灼日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杨阳）海南日报记者4月22日从省纪委监委获
悉，日前，经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对省人民医院
原党委副书记、院长李灼日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
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李灼日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掩
盖其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与他人串供，对抗组织审
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违规收受礼品礼
金；违反组织纪律，违规选拔任用干部；违反工作
纪律，规避公开招投标，插手干预项目发包和采购
活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
条件，在药品采购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
受他人巨额财物。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
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李灼日开除党籍处
分；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
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
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本报三亚4月22日电（记者徐
慧玲）海南日报记者4月22日从三亚
市公安局获悉，三亚市不断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理，在“路长制”和“飞鹭支
队”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于2018年6
月创新推出“警保联控”警务机制，组
织、发动、引领保安队伍积极参与三
亚市全覆盖巡逻网格建设，建立一支
统一指挥、统一培训、统一标识和装
备的群众性治安防范队伍，为相对常
住人口少、流动人口多，基层警力不
足的地区打造警民共建共治共享社
会治理新格局提供有益借鉴。

三亚是著名的度假胜地，在
1919平方公里的辖区内，春夏淡季常
住人口近110万人，冬季旅游旺季则近
200万人，每年接待游客量超2000万
人次。与之相矛盾的是，三亚市公安局
在编民警仅1200余人，警务辅助人员
3500余人，每逢旅游旺季，三亚平均每

名民警就肩负着400余名市民游客的
安全保障工作。三亚社会治安逐渐呈
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给公共管理、
公共安全、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公安机关警力不足与加强治安管
控效果成为一道亟待解决的难题。

在“警保联控”警务机制下，三亚
将各酒店、企业以及小区等保安队伍
纳入“编外警察”队伍，形成全市400
名“飞鹭支队”队员+2万余名“警保
联控”队员的社会治安防控“警保大
联控”新格局，有效解决了社会治安
防控“最后100米”，实现“60秒联动”
高标准要求。

除了扩大“警察”队伍，三亚也在
提升“警保联控”队员的综合素质和
工作能力方面下功夫。三亚市公安
局多次举办“警保联控”培训班，分批
组织三亚各酒店、小区、学校等单位
的安保队员参加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保安礼仪教育、
消防应急处理程序、警务实战技能训

练、防暴应急处突实战以及交通指挥
等方面。”三亚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每期培训班结束后还对参训队
员进行考核。

实行“警保联控”警务机制的好
处，三亚湾派出所所长冯恒伍感触颇
深。他说，这一机制不仅补齐了基层
警力不足的短板，还做到了从“警情
等人”到“人等警情”的根本转变。“原
先辖区内民警从接警到赶到现场需
要10分钟以上的时间，如今，一旦有
警情发生，就近的队员最快1分钟可
到达事发现场，先期处置和稳控局
面。”冯恒伍说，此外，提高了见“警”
率和管事率，对违法犯罪行为起到一
定的震慑作用。

“警保联控”队员身上的“担子”重
了，如何激发队员们的积极性是另一道
难题，如何建立起长效机制亦是关键。

对此，三亚市公安局依托去年发
布的《三亚市群众举报违法犯罪线索
奖励办法（试行）》，“警保联控”队员提

供了违法犯罪线索的也将获得相应奖
励。目前，根据群众提供线索，三亚公
安机关成功侦破了一系列案件，积极
构建起警民共治共建共享新格局。

与此同时，三亚不断壮大“警保
联控”队伍，先后与美团点评、蓝天救
援队、出租车协会、公交集团等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公交车和网约
车司机、外卖员、救援队员等职业人
员纳入“警保联控”范畴，延伸了社会
面治安防控的触角，进一步强化城市
的网格化、精细化管理。

高位推动下，三亚“警保联控”机
制实施效果卓然。据统计，截至
2019年3月，三亚共成立168个“警
保联控”中队，设立了 756 个岗亭
（点）。在前期应急处置，保护现场、
制止违法犯罪、开展围追堵截、化解
矛盾纠纷、稳控现场等警情方面出动
警保力量30万余人次，参与接处警
6827起，现场调解1971起，协助查获
犯罪嫌疑人207人。

创新警务模式探索“警保联控”

三亚社会治理出新招
关注三亚制度创新

广告

由于我公司进行整合，原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
司戈枕水电厂和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文昌风电
厂与下列单位存在未结账款，请各单位于公告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携带相关文件来我公司办理结账，逾期
视为自动放弃其权益。

郑州林奇水利水电设备有限公司、河南省东方（集
团）防腐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宜昌领兴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湖北江宇工程建筑有限公司、汕头市龙华建筑总
公司、东方市第二建筑公司、海南路路通文化传播公司、
海南金阳光节能环保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海口丰田华丰

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华盛避雷器实业有限公
司、哈尔滨光宇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特发信息股
份有限公司泰科分、海南大广坝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海
南索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海口市丘海大道11号华能海南大厦
1109室

联系人：曾女士13687596769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清洁能源分公司
2019年4月23日

关于清理结算账款的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迁坟通告
根据（秀英土资字[2015]46号）的文件内容，海口市人民政

府决定征收秀英区海秀镇集体土地807.067亩作为永庄水库一
级保护区项目用地建设。征收土地位于海秀镇周仁村、永庄
村，属秀英区海秀镇地界范围（四至范围以测量埋桩为准）。

凡在用地范围内的建（构）筑物业主和坟主，请在本通告发
布之日起7天内，到当地国土所办理搬迁坟墓登记手续，逾期当
作无主坟处理。

特此通告。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秀镇人民政府
联 系 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18689841926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
2019年4月23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
拆迁及迁坟通告

根据海府[2019]40号征地通告，海口市人民政府决定征收
秀英区长流镇41.8亩集体土地作为市政府储备地项目建设用
地。征收土地位于秀英区长流镇，四至范围以测量埋桩为准。

凡在用地范围内的建（构）筑物业主和坟主，请在本通告发
布之日起7天内，到当地长流镇人民政府办理拆迁和迁坟登记
手续，逾期当无业主建（构）筑物和无主坟处理。

特此通告。
联系地址：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人民政府
联 系 人：王先生 13807577201

陈先生 13698976049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

2019年4月23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文明东市场项目外立面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文明东市场项目位于文明东路南侧与文联路交叉口处。项目于
1998年12月批建，建设内容为1栋3层，地下1层文明东市场。因年久
失修，玻璃幕墙及瓷砖破损，整体外观老旧，建设单位申请外立面翻新
改造。本次改造仅对建筑外立面进行调整，不涉及各项规划指标及建
筑单体调整。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
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4月23日至5月07日）。2、公
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http://ghw.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
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
区15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处，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
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4月23日

海资规〔2019〕473号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 年4月23

日 18:00－24日06:00对VOLTE(高清语音)系统进行优

化。届时，VOLTE(高清语音)业务（包括开户、销户、新

功能受理、变更等）将不能办理，但不影响VOLTE(高清

语音)用户的正常通信业务。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海南菜篮子价格快报
发布单位：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采价时间：2019年4月22日 单位:元/斤
商品名称
鲜猪肉
鲜猪肉
鲜羊肉
鲜牛肉
鸡肉
鸡蛋
带鱼
青椒
尖椒
芹菜
油菜

圆白菜
豆角
韭菜

西红柿
胡萝卜
土豆

大白菜
蒜苔
冬瓜
苦瓜

空心菜
地瓜叶

规格、等级
黑猪精瘦肉
黑猪肋条肉
新鲜带骨
新鲜去骨

白条鸡、开膛、上等
新鲜完整 鸡场蛋

冰鲜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未经处理，按把换算

农贸市场均价
19.04
13.13
53.04
50.07
13.46
6.48
23.06
4.84
5.46
5.55
3.46
2.74
3.79
4.02
4.60
3.01
2.78
2.51
7.10
2.52
4.64
2.79
2.64

日环比
0.22%
0.65%
0.78%
0.01%
-0.01%
0.05%
-1.65%
0.59%
0.25%
0.40%
1.27%
-0.55%
-2.53%
0.64%
0.97%
-0.82%
-0.14%
-0.77%
-4.13%
-0.17%
2.22%
-0.48%
0.40%

国有产权（股权）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4HN0054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整体招租一批共351个集装箱，挂牌底
价549150元/年。其中20GP集装箱309个，40HC集装箱42
个，启用日期为2011-2013年不等。公告期为2019年4月23
日至2019年5月8日。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
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 交易网
（http://www.e-jy.com.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www.ggzy.hi.gov.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 61号华夏银行大厦 18楼），电话：
66558010麦先生、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4月2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关清理往来款项的公告
按照机构改革资产划转工作的要求，原海南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的资产已划归海口海关。下列企业在原海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账上记录的预存款项和预留的工程质保金已逾期。现发出清理公
告，请以下企业自本公告刊登次日起7日内到我关办理相关款项
的申请退付手续，逾期未申请退付的，我关视为自动放弃该款项，
我关将按规定进行处理。联系电话：（0898）68516985,68516983。

序号
1
2
3
4
5

企业名称
海南美特容器有限公司
海南欣龙无纺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海宇锡板工业有限公司
香港航空南宁办事处
海口金馨音响有限公司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4HN0053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以下车辆：

公告期为：2019年4月23日至2019年5月7日。对竞买人的
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
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com.cn）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产
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电话：
66558038吴先生、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
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4月23日

序
号
1
2
3
4

车牌号

琼AJ0519
琼B43366
琼A0A866
琼A16G19

厂牌型号

丰田牌TV7181GL-I
本田牌奥德赛HG6481BAA
丰田牌锐志TV7250S4SP0
海马牌(S7)HMC7180D5T1

登记日期

2008.01.07
2010.04.09
2009.02.25
2017.03.07

行驶里程
（公里）
262700
234900
154500
36100

挂牌价
（元）
13000
60000
70000
65000

保证金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五指山搭建“空中生命线”
交通事故可用直升机救援

本报五指山4月22日电（记者贾磊 通讯员
董国豪）4月22日上午，五指山交通管理大队与
上海金汇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
财险五指山分公司，在省农林科技学校北校区广
场，举行直升机医疗救援合作签约仪式、警保联动
启动仪式，今后五指山市民在特殊的情况下，也能
享受到“空中救援”的服务。

在现场仪式中，五指山市交通管理大队与上
海金汇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战略合作协
议签约，五指山市交通管理大队大队长张学阳表
示，将建立长效合作机制，积极构建“地面—空中”
立体化道路应急救援体系，进一步完善应急响应
预案。上海金汇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则
表示，将加快与五指山市各有关部门建立空中救
援的信息互通与快速响应机制，切实为救助伤员
搭建“空中生命线”。

乡村振兴工作队在行动

环境更整洁、产业“活”起来，东方市上红兴村——

村庄变新样 发展有新路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乡村振兴工作队来了
之后，我们村一个星期一个
样，越变越好！”4月22日，
在东方市八所镇上红兴村，
该村村委会副主任符修强
细数着村里的变化：第一个
星期，横流的污水管住了；
第二个星期，挡路的树枝剪
掉了；第三个星期，村里的
文化墙画好了……

从人居环境整治，到
乡风文明建设，再到产业
转型升级规划，今年 2月
20日至今，上红兴村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长杨元广进
驻该村2个多月以来，制定
了一系列工作计划，从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
织等方面在该村全面开展
乡村振兴工作，目前已初
显成效。

在上红兴村的东南侧，汩汩温泉
流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上红兴村发
展产业的独特优势。

符修强介绍，上红兴村超过80%
的农户家庭收入主要来源是养鱼、养
鸭，但一直以来，形不成规模，价格受
市场影响较大。

杨元广对村里养殖产业考察之
后下了个结论：卖不出好价钱，是因
为农产品无差异化、无品牌化、无系

统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便要逐一
破题，从粗放的第一产业向第二、第
三产业融合发展。

实际上，上红兴村部分村民用
于养殖的水，皆出自村里的温泉
眼，养殖的鱼和鸭是地地道道的

“温泉鱼”“温泉鸭”。于是，在乡村
振兴工作队的规划下，打造“红兴
温泉鱼”“红兴温泉鸭”农业品牌被
提上日程。

为此，上红兴村成立了股份经
济合作社，建设鸭苗孵化基地，吸纳
村民入股，为村民统一提供鸭苗、鱼
苗，并一改过去村民凭经验养殖的
粗放方式，经过技术培训进行科学
化饲养，再统一对外销售，利用大数
据管理做到产品质量可溯源，以保
证产品品质稳定上乘，打造良好的品
牌形象。

同时，上红兴村的温泉开发也

正在论证之中。“现在我们正和一
些重点企业进行沟通论证，将在
合适的时候把旅游产业发展起
来。”杨元广说，接下来，上红兴村
将以党建引领+“六大工程”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特别是壮大村
集体经济真正实现产业振兴，利益
惠及每位村民，让农民拥有获得感
和幸福感。

（本报八所4月22日电）

水泥村路纵横交错，村民房舍整
齐排列，走进上红兴村，干净、整洁、
有规划，是海南日报记者对这里的第
一印象。然而杨元广刚到村里来的
时候，却并非如此。

2016年就完成美丽乡村建设的
上红兴村基础设施完善，但杨元广刚
到村里时发现，还有几户村民会把污

水排到公路上。“整个村子都很干净，
唯独那几个地方一直湿臭，这个问题
就成了我们驻村工作队要解决的第一
个问题。”杨元广说，为此，他和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员挨家挨户走访，弄清污
水横流的原因，并发动群众限期整改，
仅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帮助村民
解决了长达3年乱排污水的问题。

上红兴村绿化条件好，长年累月
长成的大树粗壮遮荫，却也成了影响
村容村貌的又一因素。“因为长期没
人管，树枝乱长，落叶乱飘，掉在地上
扫都扫不干净，村子总显得很脏。”村
民陈登彪说，乡村振兴工作队发动了
全村的“两委”干部、党员，再加上热
心村民的参与，修枝剪叶的工作一做

完，上红兴村就“亮堂”了。
“我们愿意配合他们的工作。”陈

登彪说，通过这两件事，他们就知道
乡村振兴工作队是来做实事的。现
在村里实行“门前三包”，家家户户自
觉地维护好房前屋后的卫生，还会互
相监督，“这是我们的家，她干净了我
们何乐不为？”

民风淳朴，崇德重教，是上红兴
村独特的人文优势。

“我们村重视教育是远近出名
的，几乎每家每户都出大学生。”符修
强说，作为村里的一员，这也是他最

引以为傲的一点，当前全村共有412
户 1657 人，就有 100 多名大学生。

“乡村振兴工作队在和村民沟通遇到
困难的时候，通过他们的子女去做工
作，很快就能做通。”

在此基础上，杨元广以“德”为
核心，制定二十四字民风村风用
语，并制定村规民约、文明卫生公
约等，在村里画文化墙，建文化室，
并在节日时举办活动，以丰富村民

精神生活。“接下来我们要把党员
的积极性彻底发挥出来，并发动大
学生返乡，充分发挥村里的人才
优势，为村庄的发展建言献策。”
杨元广说。

发动群众，治出整洁人居环境

“德”为核心，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因地制宜，绘就产业转型升级路

电视夜校聚焦
乐东驻村第一书记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记者陈
卓斌）“驻村第一书记要俯下身、沉住
气，全心全意帮扶贫困群众，带领大
伙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走得更踏实、
更自信……”在4月22日晚播出的第
128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上，回忆起2年多的驻村工作，乐东黎
族自治县大安镇西黎村驻村第一书
记刘柰妤如此阐述自己对岗位工作
的理解。

2017年，在乐东人社局工作的刘
柰妤主动请缨，驻村扶贫。在两年多
时间里，她为村子引产业、引技术，带
来“源头活水”；设立贫困户“红黑榜”
激励先进、鞭策后进，进一步激发贫困
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截至2018
年底，西黎村已经实现26户共88人

“摘帽”脱贫。
西黎村的改变并非个例。在访谈

环节，乐东千家镇只文村原驻村第一书
记苏毅、志仲镇塔丰村原驻村第一书记
邓章扬也来到夜校舞台现身说法，讲述
自己在脱贫一线中遇到的困难和故事，
介绍村子这些年发生的种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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