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省新闻 2019年5月13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陈彬 主编：罗清锐 美编：张昕A04 综合

万宁将做好6方面问题整改，提出25个整改事项共77项具体整改措施

全面清理存涉黑涉恶等问题村干部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5月11日12时-5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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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7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5

20

23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关注非洲猪瘟疫情防控

扫黑除恶进行时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邀请专家科普
非洲猪瘟防控措施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陈
卓斌）第131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
夜校》将于5月13日20时在海南广播
电视总台经济频道、20时30分在三
沙卫视、5月19日16时20分在海南
卫视播出。本期电视夜校将继续播出
非洲猪瘟科普与应急防控主题节目。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本期主题
节目将邀请疫情防控专家、中国动物
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副主任黄保续作
为主讲嘉宾，为观众科普如何防控非
洲猪瘟。此外，黄保续还将现场回答
养殖户代表提出的问题。

观众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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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营根5月12日电（记者良
子）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于近
日发布检举揭发王景、王成犯罪团伙
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号召广大群众
和社会各界打消顾虑、划清界限，积极
提供相关违法犯罪线索。

经查实线索有效并经司法程序
认定的，琼中公安局将按照《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举报黑恶势力违法犯
罪线索奖励方法（试行）》之规定给予
奖励并对线索举报人严格保密。对
打击报复举报人的，坚决依法从严、

从重惩处。对包庇、窝藏团伙成员，
为其逃避打击提供便利条件的，将依
法追究法律责任。

据了解，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过程中，琼中公安局近日成功查获
一个以王景（绰号“么景”）、王成（绰

号“么炸”）为首的犯罪团伙，共抓捕
王景、王成、符国辉、郑开等12名犯
罪嫌疑人。

经查，该犯罪团伙近年来在琼中
县城、湾岭镇一带涉嫌故意伤害、贩卖
毒品、寻衅滋事、开设赌场、殴打他人、

故意损毁财物等违法，扰乱正常社会
秩序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公安机关正告王景、王成犯罪团
伙涉案成员认清形势，放弃侥幸心理，
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如实供述
违法犯罪事实，争取宽大处理。并设

立现场举报、投案自首受理点。
地址：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营根镇高田村路口内进100米琼中
公安局办公大楼4楼“扫黑办”

联系人：王警官：18389711817、
0898—86230114

琼中王景、王成案涉案人员快来自首！
公安机关号召广大群众积极提供相关违法犯罪线索

本报万城5月12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吴小静）5月12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万宁市扫黑办获悉，根据中
央督导组通报反馈的情况，万宁市扫
黑办梳理出政治站位不高、组织领导
不力、依法严惩不足、综合治理不实、
深挖彻查不够、组织建设不强等6个
方面问题，并提出25个整改事项共
77项具体整改措施，每项整改措施都
明确了责任市领导、牵头单位、责任单

位和完成时限。
具体来说，万宁市将把扫黑除恶

作为各级各部门当前重要而紧迫的
任务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由部门“一
把手”亲自抓、亲自管，对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负总责，以此狠抓整改落实。
扎实开展好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依
法治理、综合治理，推动行业部门切
实履行监管职责，加强与公安机关的
协调联动，深入开展专项整治，解决

好行业乱象。
万宁市还将对各镇（区）、各成员

单位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和
办公室进行调整充实，配强配齐工作
专班，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实现扫黑办
实体化运转，不断提升解决复杂疑难
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万宁市扫黑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将开展好“涉黑涉恶人员追逃”

“打财断血”专项行动，要将目前外逃

人员全部缉捕归案，并坚决铲除涉黑
涉恶犯罪嫌疑人的经济基础。同时加
强“村霸”线索摸排，依法依规对“村
霸”和宗族恶势力进行集中惩治和打
击，落实好联审机制，对全市基层组织
进行一次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坚决把
受过刑事处罚、存在“村霸”和涉黑涉
恶问题的村干部清理出去。

此外，万宁将加快对案件线索的
核查进度，对中央督导组和省扫黑办

转办查否的线索，重新安排警力交叉
复查。深入开展“打伞破网”专项行
动，严格落实好“一案三查”“两个一
律”的要求，加强市纪委监委与政法机
关的沟通协调，不断完善线索双向移
送和协同办案的工作机制，对涉黑涉
恶案件深挖彻查。加强对吸毒人员管
理，并举一反三对社区服刑人员等特
殊人群进行全面摸底，掌握人员底数，
加强动态监管。

“奔跑海南”琼海站活动
报名火爆

本报嘉积5月12日电（记者丁平）生命不息，
运动不止。由省旅文厅、琼海市政府、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共同主办的“奔跑海南”2019环岛全民健跑
（琼海站）活动将于本月18日上午7时开跑。截至
5月12日下午4时，报名人数已突破1500人。

据悉，此次活动个人10公里组限报1000人，
个人5公里组限报500人，情侣组限报100对（200
人），亲子组限报200人，方阵组限报300人。截至
5月12日下午4时，个人10公里组报名人数达到
950名，接近满额，而亲子组也仅剩66个名额。

目前活动仍在火热报名中，参赛选手可以登
录“奔跑海南”官方网站进行报名，也可以关注项
目微信公众号，进入报名链接进行报名，或者联系
组委会报名（电话：66810191、66810280）。报名
时需提供参赛者姓名、身份证号码、性别、参赛项
目、联系方式以及紧急联系人姓名和联系方式（用
于购买保险）。报名成功以短信通知为准，报名截
止时间为5月15日。

据了解，此次活动线路图已经确定，参赛选手
将从万泉河广场出发，全程线路沿万泉河展开，一
路上郁郁葱葱、绿树成荫。

关注“奔跑海南”
2019环岛全民健跑

本报海口 5 月 12 日讯 （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董金亮）今年 5 月
12 日是我国第十一个“防灾减灾
日”，5月6日至12日也是第十一个

防震减灾宣传周，为传播风险管
理、安全发展理念和防震减灾知识
及灾害风险防范应对技能，省地震
局 12日在海口市海南科教防灾减

灾训练基地以“提高灾害防治能
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为主题，举
办地震应急演练观摩活动，开展防
震减灾宣传活动。

参加活动人员现场参与和观摩
了地震废墟安全三角区和室内避震
演练、地震斜屋逃生、车辆起火逃生、
烟道逃生和防烟工具操作、火场逃生
和地震平台全真体验；还进行了消防
栓操作演练、火灾扑灭演练、结绳训
练、高空缓降、涉水车辆自救训练、心
肺复苏术、止血包扎和固定搬运等急
救学习体验及钢化玻璃击碎训练等
13个防灾减灾和自救互救科目实训；
并到创建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的
海口市城西中学参观学习。

省地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
防灾减灾实训演练观摩活动，旨在增
进社会公众对防震减灾工作的理解、
支持，提高参与积极性，增强社会公
众防震减灾意识，同时普及防震减灾
知识和防范应对技能，提高应急避险
技能和自救互救能力，推动防震减灾
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进一步提升全民
防震减灾素质和提高全社会自然灾
害防治能力，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提供坚强有力的安
全保障。

各市县及有关厅局人员、专家、
地震现场工作队员、群众150多人参
加了活动。

陵水“放心猪肉”
销售点增至14个
覆盖11个乡镇

本报椰林5月12日电（记者李艳
玫 特约记者陈思国）5月12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商务局获
悉，为方便市民购买，陵水菜篮子“放
心猪肉”销售点由首批4个增加至14
个，覆盖全县11个乡镇；供应市场的冷
鲜猪肉也增加到1.2万余斤。

为切实保障市民的消费需求，
确保市场冷鲜猪肉供应，陵水继续
与三亚万保实业有限公司和三亚益
民肉联实业有限公司对接，批量进
行采购。

海口美兰举办母亲节孝亲礼活动

讲述亲情故事
传播孝道正能量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孙慧）5月12日
是母亲节。当天上午，一场名为“弘扬中华孝道
感恩天下母亲”孝亲礼活动在海口市美兰区三江
镇举办，三江镇中学、三江镇中心小学的50名学
生与母亲亲密互动，以朗诵、赠送自制奖状、合影
留念等方式，表达对母亲的感恩之情。

在活动现场，三江镇中学、三江镇中心小学的
50名学生身穿校服，齐声朗读《弟子规》选段，孩
子们的声音清脆悦耳，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感染
了现场观众。随后，在4组家庭代表的引领下，孩
子们将手中的康乃馨和亲自写好的奖状“颁发”给
自己的母亲。现场还设置了“妈妈我爱你”心愿墙
和“母亲和我”拍照墙。

海口市美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活动是根据新时代文明实践试点工
作的要求，按照海口市委的工作部署举办的“新风
礼”系列活动之一。该活动的举办，旨在让孩子学
会感恩，讲述亲情故事，传播孝道正能量。

本报金江5月12日电（记者李
佳飞 特约记者陈超）5月12日，海
南日报记者从澄迈县相关部门获悉，
为进一步防控非洲猪瘟，澄迈县各有
关部门强化联防联控，日前已增设自
动喷淋消毒设施，确保全面做好监
管、消毒等工作。

海南日报记者在西线高速大丰
互通往金江镇方向的金马大道防控
非洲猪瘟检查点看到，每当有车辆经

过检查点，电子自动喷淋消毒系统就
能及时感应并喷洒消毒水，给过往车
辆进行严格消毒。“消毒水的调配以
及喷洒的剂量都有严格的数量控制，
确保每辆进出车辆都能进行有效消
毒。”检查点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介绍，这套电子自动喷淋消毒
系统主要设置在国道、省道和县道等
交通卡点，基本覆盖全县各个镇区。
除此之外，澄迈县相关部门还在各乡
镇主要路段设置卡点，安排相关工作
人员查证验物，严厉查处无证运输、
证件不全、证物不符等违法调运行
为，禁止非法调运生猪。

省地震局开展防灾减灾实训演练观摩活动

提高灾害防治能力 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5月11日，绿地“先锋杯”足球友谊赛在海口
世纪公园举行。图为足球友谊赛现场。

当天活动现场，省委统战部还授予绿地控股
集团海南事业部“党外知识分子之家”牌匾。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王镜悉 摄

绿地举办“先锋杯”足球友谊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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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陈
雪怡）海南日报记者5月12日从省农
业农村厅了解到，为进一步强化责任
担当，确保防控非洲猪瘟工作抓实抓
细，临高县落实责任机制，对失职、渎
职行为严肃处理。日前，经临高县纪
委常委会、县监委委务会研究决定，
通报批评该县2个单位及5人，诫勉
谈话5人，立案审查10件10人。

农业农村部督导组近日在临高
县督导调查时发现，临高县非洲猪瘟
防控形势严峻复杂、问题突出，要求

查清各方面相关责任并严肃追责问
责。临高县委对此高度重视，责成县
纪委监委牵头，县委组织部配合进行
核查。经核实，临高县农业农村局、
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和舍镇、皇桐镇、
临城镇、多文镇等单位存在开展防控
非洲猪瘟工作不力等问题。

经研究，一是对临高县农业农村
局、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及农业农村局
局长符巍瀚通报批评；对畜牧兽医服
务中心主任符承荣诫勉谈话；对农业
农村局副局长刘孝高、畜牧兽医服务

中心副主任王高圣、畜牧兽医服务中
心动物卫生监理所所长陈明强立案
审查。二是对临高县和舍镇分管农
业的人大主席黄海通报批评；对和舍
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李春民、先光
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进、铺
仔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友
谊立案审查。三是对临高县皇桐镇
分管农业的常务副镇长符仕平通报
批评；对皇桐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
岑正民、皇桐片区畜牧工作负责人劳
国绩、龙波片区畜牧工作负责人苏庆

学诫勉谈话；对和正村党支部书记兼
村委会主任王华、武维村党支部书记
兼村委会主任张河立案审查。四是
对临高县临城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
陈建华诫勉谈话；对临城镇农业服务
中心主任王谦立案审查。五是对临
高县多文镇政府工作人员麦志辉、王
赛玲通报批评；对多文镇兰合村党支
部委员王胡川立案审查。

据悉，对立案审查的10人，临高
县纪委监委将进一步审查调查，作出
相应的党纪政务处分。

防控非洲猪瘟工作不力

临高问责20名失职渎职责任人

我省研究推进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
董前程）5月11日至5月12日，由省教培院和海
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海南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
体化建设研讨会在海口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了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加快推动全省大中小学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深入交流研讨。

会议指出，统筹推进我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首先要正视我省思政课教育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各项要求
落到实处，不断发挥思政课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把提高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
作为改革方向，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同时注重提
高政治站位，真正讲实讲准、讲活讲好思政课。

与会代表建议，将考虑以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为主体，发挥纵向“大思政”的整体合力，共
同探索海南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各中小
学代表还与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就师生交
流互访、学生见习实习等事宜达成了合作意向。

5月12日，自动喷淋消毒设施
正在为过往车辆消毒。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澄迈增设自动喷淋设施为车辆消毒
强化非洲猪瘟防控措施

省消防开展
防灾减灾系列宣传活动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梅思程）5月12日上午，海
南省消防总队联合媒体通过网络直
播的方式，深入海口市美兰区消防大
队辖区道路水源、重点单位、城中村
等地排查消防隐患，向群众宣传消防
安全知识，全方位、立体化开展主题
为“打通生命通道”的防灾减灾系列
宣传活动。

当天，媒体记者随车拍摄记录城
市道路畅通情况，以及市民、车辆在
紧急情况下避让消防车情况。随后
拍摄消防员在辖区检查室外消火栓
情况，在检查过程中，消防员向大家
介绍了室外消火栓的用途及灭火器
使用方法，使媒体记者及广大市民
进一步加深了对辖区消防安全重点
单位内部消防设施的了解，确保一
旦发生火灾，能够作出快速反应，及
时有效处置，全力预防和减少火灾
事故的发生。

通过媒体的全程直播，进一步提
高消防安全宣传力度，为社会面营
造良好的消防安全氛围。同时，消
防部门也通过媒体呼吁社会各界提
高对消防工作的认识，要经常开展
火灾隐患自查自改，积极改善消防
现状，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消防
安全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