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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猪肉“点对点”供应
销售网点将增至83家

销售的生猪产品均源于检测合
格健康猪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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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23年来
首次发生致命空难

41人遇难
37人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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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进行时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
森 田和新）5月6日上午，海南省公
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2019年第六场新闻发布会，
通报“雷霆三号”最新战果，以及侦
办万宁市潘海文，陵水黎族自治县
董亚强、董国锋，文昌市王维挺等三
起涉黑涉恶团伙案件情况。

4月9日，省公安厅部署全省公
安机关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雷霆三号”集中收网行
动，目前阶段性效果明显。截至5
月6日，“雷霆三号”集中收网行动
开展28天，全省公安机关共打掉涉
黑涉恶犯罪团伙25个（其中，涉黑
社会性质组织6个，涉恶犯罪团伙
19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51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324名，缴获各类
枪支6支，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
产12亿余元；破获9类涉恶犯罪案
件176起，抓获涉黑涉恶在逃人员
106名；打掉电信网络诈骗团伙17
个，端掉窝点16个，破获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47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395名，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
235.3 万余元；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10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77名，缴
获各类毒品1592.6克。

今年，全省公安机关以专案攻坚
为手段，重点采取8大举措，持续对
黑恶势力发起强大攻势。一是深化
专案攻坚；二是重拳打击“套路贷”黑
恶犯罪；三是着力整治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四是强化打击“三霸”违法犯
罪；五是突出打击“村霸”黑恶犯罪；
六是强化打击涉及农村土地违法犯

罪；七是强化破网打“伞”，坚决铲除
黑恶势力“保护伞”；八是强化打财断

“血”，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础。
下一步，省公安机关将紧紧围绕

“黑恶积案清零、问题线索清零、黑恶
案件在逃人员清零”的工作目标，准确
把握专项斗争的“时”“势”“责”，坚持
以目标为统领、以问题为导向，聚焦重
点领域、重点地区和关键环节精准发
力，围绕深化打击、深挖幕后、依法严
惩、综合整治狠下功夫，推动专项斗争
向全面纵深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相关报道见A04版）

海南警方集中收网行动取得阶段性效果

“雷霆三号”打掉黑恶犯罪团伙2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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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领排污
许可证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控制
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国办
发〔2016〕81号），自2020年1月1日
起，我省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
分类管理名录》的畜牧业、食品制造
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制鞋业、
人造板制造业、家具制造业、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计算机和通信等
电子设备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
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生态保
护和环境治理业、槟榔加工业等14个
行业的相关企业必须申请到全国统
一编码的排污许可证，并按照排污许
可证载明要求进行管理。逾期未申
请取得排污许可证的，视为无证排
污，生态环境部门将予以依法查处。
请我省上述企业最迟应于2019年10
月底前申请取得全国统一编码的排
污许可证。

排污许可证申请程序、申请所需材
料、核发部门等具体申请与核发工作要
求，请进入海南省生态环境厅网站
（http://hnsthb.hainan.gov.cn）信息
公开栏目中环境管理的污染物排放许
可事项进行查询，或咨询当地生态环境
部门。联系电话：65236072。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2019年5月6日

新华社北京 5 月 6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5 月 6 日就俄罗斯一
架客机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
场紧急迫降时起火造成重大人
员伤亡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
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
悉贵国一架客机在莫斯科谢列
梅捷沃机场紧急迫降时起火，造
成 重 大 人 员 伤 亡 和 财 产 损 失 。
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

示沉痛的哀悼，向受伤者和遇难
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
此向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致慰
问电，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向伤者
和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俄罗斯一架客机紧急迫降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习近平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李克强向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致慰问电

琼岛本周
多阵雨或雷阵雨
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叶媛
媛 通讯员许嘉 吴春娃）海南日报记
者5月6日上午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
到，预计本周全岛多阵雨或雷阵雨，局
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气
温适宜。

本报福州5月6日电（记者邵
长春）5月6日上午，第二届数字中
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
峰会主论坛上发布的《数字中国建
设发展报告（2018年）》显示，海南

“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成效明显，
是全国省本级行政许可类事项承诺
时限压缩比例达到45%及以上的4
个省区市之一。

本届峰会以“以信息化培育新
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
展创造新辉煌”为主题，由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福建省政府
共同举办。主要议程包括开幕式、
主论坛、成果展、创新大赛、闭幕式
等，并将举办电子政务、数字经济、
大数据、智慧社会等12场分论坛。

峰会主论坛上，国家网信办发
布了《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8
年）》，介绍我国过去一年数字建设
成果。据悉，2018年，我国新一代
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建设，我国创新
指数在全球排名上升至第17位，网

民规模已达8.29亿人，网络支付用
户规模已达6亿人，全年电子商务
交易额为31.63万亿元，网络零售额
超9万亿元。

报告指出，信息化有力支撑我国
重大改革措施，在深化“放管服”改革
方面，“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成效
明显，32个省级政务服务平台提供
的省本级行政许可事项中，平均办理
时限压缩30.7%，其中海南与天津、
福建、广西等4省区市的省本级行政
许可类事项承诺时限压缩比例达到

了45%及以上，位居第一梯队。
报告还指出，各地运用信息化

手段，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支撑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升生态保护
监管能力，助力打好三大攻坚战。
据悉，在这方面海南同样成绩突出，
去年海南省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平
台建设完成，并荣获全国2018年网
络扶贫最佳实践案例；而在去年的
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海南省

“多规合一”信息综合管理平台也成
功入选年度最佳实践案例。

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发布《报告》显示——

海南“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成效明显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于伟慧
特约记者 秦海灵 通讯员 陈欢欢

这是一份绵延44年的夙愿——
1975年，曾领导白沙起义的黎族领
袖王国兴，在弥留之际对儿女们说：

“你们一定要记住，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我们黎族人民的解放，你们要相信
党，要团结汉族干部，要努力学习、努
力工作，把自治州建设好。”

这是一份苦干5年兑现的承诺
——2014年，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委、县政府以脱贫攻坚工作统揽全
局，立下“绝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
的军令状。

跨越历史时空的两个镜头，交汇
出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让人民过上

更加美好的生活。
累计减贫35723人，退出贫困村

44个，贫困发生率从34.6%下降至
0.22%……在过去的5年里，琼中把
好顶层设计“制度关”，聚焦“两不愁
三保障”政策落实，“扶志扶智”并重，
开展了一场生动的减贫实践。

经申请、审核、核查、实地评估检
查、公示、审议等程序，海南省人民政
府日前正式同意琼中退出贫困县序
列。对于琼中4000余名党员干部来
说，这份成绩来之不易。

把好顶层设计“制度关”
把最好的干部派到贫困村

历史不会忘记，藏身于琼中大山

深处的黎村苗寨，孕育出“23年红旗
不倒”的琼崖纵队，也曾见证“白沙起
义”的星火燎原。复杂的自然环境保
护了革命火种，却在战火消散后日渐
成为阻碍发展的壁垒。

“老、少、边、穷”，这是过去几
十年来形容琼中最多的代名词。
面对这块硬到不能再硬的骨头，如
何啃下？琼中县委书记孙喆用两
个月时间，率领各级领导干部深入
走访44个贫困村，多次召开专题理
论研讨，厘清工作思路：聚焦责任
压实、聚焦精准识别退出、聚焦党
建引领。

责任压实，从党政“一把手”开
始。“我们实行脱贫攻坚党政同责，成
立县委书记和县长任‘双组长’，分管
县领导协助配合的扶贫开发工作领
导小组，并建立脱贫攻坚指挥部和大
队、中队、小队三级战斗体系，创新县
领导和帮扶干部‘X+1’驻村工作机

制。”孙喆介绍，通过推动人财物向贫
困村党组织、贫困户倾斜，琼中形成
责任逐级压实、压力层层传导的“大
扶贫”格局。

过去5年多来，琼中4000多名
党员干部背上行囊，住进44个贫困
村，与贫困户结穷亲，同吃同住同
劳动。

2017年 3月，邓海花被琼中卫
计委派驻到腰仔村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这名扶贫女将拿着本子走村入
户，问人口、问收入，很快带着村民们
盖新房、修新路，发展起蘑菇种植、鸽
子养殖和种桑养蚕产业。

两年多的驻村扶贫生活，让邓海
花晒黑了，也变瘦了，换回的却是全
村128户贫困户的脱贫摘帽。

扶贫干部们用心用情，更要帮
准、帮对。翻开2014年的琼中扶贫
档案，全县866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的家庭成员、致贫原因、生产生活能

力、收入来源等情况如同一张“活地
图”般徐徐铺开。这一枯燥的数据，
正是众多帮扶干部一趟趟到村核户、
到户核人、到地核产，用心用脑用情
收集而来。

锁定贫困人口后，琼中紧盯贫困
发生率、漏评率和错退率，启动5轮农
村户籍人口全面排查，累计新识别贫
困人口300户 1113人、返贫137户
572人，清退3073户12641人，漏评
率、错退率均控制在1%以内，做到应
纳尽纳、应退尽退的动态全程监管。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输血变造血增强内生动力

鸟语花香的5月，位于琼中县城东
边的百花一、二村的易地扶贫搬迁点
——百花新村掩映在绿树间，木质栅
栏围起蓝顶白墙的新式民居，休憩凉
亭、健身器材一应俱全。下转A02版▶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政策落实，5年累计减贫3.57万余人，退出贫困村44个

琼中脱贫破“穷局”

海南省科技活动月启幕
本报三亚5月6日电（本报记者王玉洁 孙婧 实

习生钟南 李婷）5月6日，主题为“科技创新 科普惠
民”的海南省第十五届科技活动月在三亚拉开帷幕。
即日起至5月底，全省各市县、部分乡镇、科研院所和
学校将开展900多项具有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互
动性的科普活动。

开幕式现场，在三亚科技博览会上，中科院深海
所、中科院空天信息研究院海南研究院、三亚南繁科学
研究院以实物、模型、纪录片、VR、视频等方式举办了

“海陆空”专题科普活动。 （相关报道见A02版）

喜收早稻

5 月 3日，定安县
龙湖镇的稻田里，收割
机在田间作业，一派丰
收的景象。

据了解，定安拥有
定城镇龙州洋、岭口镇
封浩洋、翰林镇新乙肚
洋等大田洋，全县共有
早稻12.4万亩。目前，
龙湖镇、黄竹镇和翰林
镇等陆续迎来早稻收
割季。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全岛最高气温29℃-32℃
最低气温22℃-26℃

5月7日-10日

受弱冷空气和南海季风槽共同
影响，海南岛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
雨、局地大到暴雨，个别地区伴有雷
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最高气温东北半部地区28℃-32℃
西南半部地区32℃-34℃
最低气温全岛23℃-26℃

5月11日-12日

受弱南海季风槽影响，全岛大部
地区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
西北半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
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制图/孙发强

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
召开第6次会议
传达刘赐贵批示 李军主持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金昌波）5月6日晚，
省委副书记、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指挥长李军主
持召开指挥部2019年第6次会议，副省长、副指挥长
刘平治出席。

会议传达了省委书记刘赐贵在中办国办《关于
2018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情况的通报》上的批示“认
真落实两办通报精神，针对指出的问题，结合我省实
际，逐项对照，精准施策，决不可松懈、掉以轻心，背水
一战，打赢脱贫攻坚战决定性胜利”和在“增强内生动
力 巩固脱贫成果”论坛上的主旨演讲；传达了国务院
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海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会议讨
论了脱贫攻坚问题整改工作方案等文件，听取了各专
项工作组的汇报。

李军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清醒
认识当前脱贫攻坚工作面临的形势，正视我省存在的
突出问题，毫不懈怠地把各项工作抓得紧而又紧。要
按照刘赐贵书记批示精神，全力以赴抓好国家考核和
省里自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扎扎实实“创优保优”。要
紧紧扭住“两率一度”（识别准确率、脱贫准确率、群众
满意度）这个关键，逐村逐户逐人开展“拉网式”排查，
竭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饮水安全方面的突出问题，
坚决避免“漏评”“错评”。要持续加大督查力度，深入
推进作风治理，确保攻坚责任层层落实到位。要坚决
兑现奖优罚劣，大张旗鼓地奖励先进，营造“比学赶超”
的良好氛围。

刘平治要求持续抓好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消费扶
贫、大数据扶贫等工作，总结形成一批具有海南特色的
制度创新成果。

本报海口5月6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冯小
瑜）2019年一季度，海南农村劳动力外出从业人员平
均月收入300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74元，同比增长
6.1%，外出从业人员月均收入首次突破3000元。这
是海南日报记者5月6日从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
了解到的。

从收入分段看，外出从业平均月收入在5000元及
以上的占8.6%，比上年同期提高1.8个百分点；平均月
收入在3000元—5000元的占36.9%，比上年同期提
高3个百分点；平均月收入在2000元—3000元的占
43.5%，比上年同期提高0.2个百分点。总体来看，虽
然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人员占比在五成以上，但中高
收入群体比例也在不断增大。

同时，我省农村外出从业人数在不断增加。据国
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监测调查显示，2019年一季
度，海南农村外出从业人员和本地非农从业人员为
145.51万人，比上年同期增长2.2%。

一季度我省农村
外出从业人数、收入双增长
月均收入首次突破3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