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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方面

预计16日夜间到17日白天，海南岛北部
晴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北部 24℃～26℃，中部 23℃～
25℃，东部 26℃～28℃，西部和南部 25℃～
27℃

最高气温北部和西部 36℃～38℃，中部
35℃～37℃，东部和南部34℃～36℃

17日夜间到18日白天，海南岛全岛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北部 24℃～26℃，中部 23℃～
25℃，东部 26℃～28℃，西部和南部 25℃～
27℃

最高气温北部和西部 37℃～39℃，中部
和南部 35℃～37℃，东部 34℃～36℃

18日夜间到19日白天，海南岛全岛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北部和西部 25℃～27℃，中部
23℃～25℃，东部和南部26℃～28℃

最高气温北部和西部36℃～38℃，其他地
区35℃～37℃

未来3天全省最高气温39℃

高温来袭 注意应“烤”
本报海口5月16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

董立就）海南日报记者5月16日下午从海南省气
象部门了解到，海南省气象局当天16时30分发
布高温四级预警：预计17日白天，海口、临高、澄
迈、定安、屯昌、儋州、白沙、昌江、东方9个市县的
部分乡镇将出现37℃～39℃的高温天气。

违法停放被拖移曝光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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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曝光一批
违停被拖移车辆
违停车辆影响交通将一律拖移

本报海口5月16日讯（记者邓海宁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钟玲）5月16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该支队对违法停
放影响交通的车辆将一律拖移现场，如果市民发
现车辆被拖移了，可拨打海口交警指挥中心电话
66796624咨询。

据了解，违停车辆处理程序为：1、带身份证、
车辆行驶证、驾驶证，到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灵桂
大道106号违法处理大队进行处理；2、缴纳罚款，
开具放车单；3、到停车场取车。

当天，海口交警还曝光了一批违法停放影
响交通被拖移的车辆，希望广大驾驶人遵守交
通法规。

从2016年的95.28%提升至99.17%

95.28% 99.17% 2016年以来
客户平均停电时间降低了42%
今年将力争再降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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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已形成220千伏“目”字型双环网的坚强主网架

通过1回500千伏海底电缆与南方电网主网相联

联网Ⅱ回海缆线路也计划于近期投产

110千伏和35千伏电网覆盖全省各市县及主要乡镇

农
村
电
压

合
格
率 制

图/
杨
薇

■■■■■ ■■■■■ ■■■■■

本省新闻 2019年5月17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罗清锐 美编：杨薇A04 综合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省森林公安局党委书记、政委
王雄进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5月16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卢玉恒）海南日报记者5月16日从省纪委监委获
悉，省森林公安局党委书记、政委王雄进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

涉嫌贪污等犯罪
海南省农垦广坝医院
原院长刘大斌被逮捕

本报海口5月16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省
农垦广坝医院原党支部副书记、院长刘大斌涉嫌
贪污罪、合同诈骗罪一案，由东方市监察委员会调
查终结，移送东方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9
年5月15日，东方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贪污
罪、诈骗罪对犯罪嫌疑人刘大斌作出逮捕决定。
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根据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监测数据显示，
2019年4月份，中国·海南旅游消费价格指数（以下简
称海南TPI）同比下降4.87%，环比下降1.89%。

从同比看，4月份海南TPI六大类指数（吃、住、行、
游、购、娱）呈“三降三涨”的态势。交通类、门票类、住宿
类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10.93%、10.78%、5.67%，分
别影响海南TPI下降3.60、0.96、1.05个百分点；餐饮
类、娱乐类、购物类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上涨 4.06%、
0.98%、0.21%，分别影响海南TPI上涨0.63、0.07、0.04
个百分点。从监测小类结构看，4月份海南TPI同比降
幅较大的是机票价格、5A级景区门票价格、4A级景区
门票价格，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14.97%、14.38%、
11.66%。4月份海南TPI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受
航空运力增加、客流量同比下降等因素的影响，机票价

格同比降幅较大，拉低交通类价格指数；二是根据相关
政策要求，我省下调部分景区门票价格，门票价格同比
下降明显。

从环比来看，4月份海南TPI六大类指数呈“四降二
平”的态势。住宿类、娱乐类、门票类、交通类价格指数
环比分别下降8.52%、2.45%、0.05%、0.09%，影响海南
TPI分别下降1.58、0.17、0.05、0.09个百分点；餐饮类、
购物类价格指数环比基本持平。4月份海南TPI环比下
降的主要原因：受海南传统旅游淡季的影响，部分旅游
商品和服务价格一定程度下降，酒店住宿价格下降明
显，导致海南TPI环比下降。

据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预计，5月份，受“五
一”小长假、“中国旅游日”节假日效应的影响，预计5月
份海南TPI同环比呈稳中略涨的趋势。 （晓原）

4月份海南旅游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下降4.87%
专题

海南金运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51%股权转让挂牌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4HN0044-1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海南金运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
51%股权。一、基本情况：海南金运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年3月19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是一家从事危险货物专
用运输的企业。公司以海口为中心，辐射全省18个市县，主要承
担我省部分加油站的配送业务，部分渔船、小型船运船舶的油料
配送，饭店、排档及家用瓶装石油液化汽的配送业务。截止至
2018年6月30日，海南金运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约为1323.35万元。二、挂牌价不低于人民币675万元。三、
公告期为2019年5月17日至2019年6月14日。详情请登录海
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交易网（www.ejy365.
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
zy/）查询。四、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
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34 黄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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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

广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海 南 远 志 鸿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3241829552，法定代表人：蔡园春)：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

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检查通知书》（琼税一

稽检通一〔2019〕18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

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韩振元、甘露等人，自2019年4月8

日起对你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涉税情

况进行检查。

联系人：韩振元、甘露 联系电话：1560764621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华信路5号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

局第一稽查局408室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5月17日

琼税一稽告〔2019〕41号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朱玉

5月16日，在琼海博鳌乐城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现场，30余名施工人
员正在烈日下实施组塔架线工作。该
工程是博鳌乐城智能电网与低碳智慧
能源综合示范区项目的重点工程之
一，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计划本月底
前竣工投产。

当前，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正
加紧推进电网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收官
项目，并开启省域智能电网“新三年”
建设，推动电网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
实现“脱胎换骨”式的提升，预计到
2021年，全省“获得电力”指数将达到
国内一流水平，有力支撑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

停电时间更少
2017年，省委、省政府和南方电网

公司超前谋划，部署“海南省提升电网
供电保障和抗灾能力三年行动计划”。
三年来，电网建设全面开启“加速跑”，
2018年度投资在往年平均水平上几乎
翻番，达到创历史纪录的71亿元。

全省主网架进一步加强，配电网
结构不断优化，对提高电网供电保障
和防风抗灾能力至关重要的10千伏
线路可转供率、城镇电缆化率等指标
提升明显。

对于这些变化，老百姓的感受是最
直观的。琼海市沙美村村民冯君说：

“过去村里架设的低压配电线路是架空
裸线，刮风下雨总停电，现在全部都改

成电缆入地，更加整齐美观安全。”
在此基础上，全省用户平均停电

时间大幅缩短，2016年以来，客户平
均停电时间降低了42%，今年将力争
再降28%。

群营商环境更优
“第一天勘察，第二天装表，第三

天通电！为我们省下了10多万元，连
变压器的后期维护也省了。”近日，海
口市秀英区某农庄开业，老板李博对
电表报装的速度很满意。

这是海南电网公司加快优化营商
环境的一个缩影。2018年以来，南方
电网制定出台了服务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26项重点举措，通过落实一
般工商业电价降低10%、开展电力市

场化交易、延伸投资至客户建筑产权
红线等措施，为海南省客户降低用电
成本和投资3.95亿元。

同时，海南电网公司还狠抓《进一
步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十项举措》的落
实落地，提前完成办电效率提升指标，
预计今年内实现低压非居民（小微企
业）接电平均时间压缩到10天内，高
压单电源客户压缩到60天内。

未来电网更智能
去年，省政府和南方电网迅速达

成共识：用三年时间在海南基本建成
智能电网综合示范省。

为此，海南电网公司编制了《海南
智能电网2019-2021年建设方案》，
经省政府同意，由省发改委于今年3

月印发实施。
该方案计划利用三年时间，完成

电网投资232亿元，实施“75111”工
程，即建设7项省域系统工程，打造5
个智能电网综合示范项目，建设支撑
企业创新发展的1个数字电网平台、1
个热带海岛智能电网实验室，每年度
在博鳌举办1次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
能电网论坛。

目前，智能电网建设工程大幕已拉
开。预计到2021年，全省“获得电力”
指数将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客户年平均
停电时间跻身全国先进水平；清洁能源
发电量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以
上，并大幅提升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基
本建成安全、可靠、绿色、高效的省域智
能电网。 （本报海口5月16日讯）

海南电网三年提升行动成果显著，省域智能电网建设已拉开，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大幅提升

电力赋能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李科洲
通讯员 王聘钊

莲雾树上挂满即将成熟的莲雾
果，旁边的羊圈里不时传来“咩咩”
的羊叫声……近日，在海口市美兰
区三江镇上云村，村民符圣明挑着
一担羊粪走向一片莲雾地，脸上满
是喜悦。“羊粪一定要发酵，施熟粪
莲雾根才不会生病。”放下担子，符
圣明麻利地将羊粪倒入旁边的发酵
池，并介绍起自己的种养经验。

如今，符圣明家不仅养了50多头
羊，还种植了8亩莲雾树，一年收入
10万元不成问题。短短几年内，符圣
明依靠自己勤奋学习和钻研的精神，
熟练地掌握了所需的种养技术，成功
地从贫困户踏上小康路，并成为村里
有名种养技术“小达人”。

“莲雾很娇嫩，采摘的时候一定
要小心，不能挤压。”已经有两人高

的莲雾树上，部分已经结果,符圣明
说,他家的8亩莲雾今年6月份将迎
来丰收季。

符圣明能够成为种植莲雾能手，离
不开政府的帮扶。2016年，三江镇政
府帮扶符圣明种植了8亩莲雾。为了
让更多贫困户学到种养技术，三江镇当
年开始举办扶贫夜校，邀请当地的莲雾
种植大户王琼到夜校传经。此后，每周
一晚，符圣明都会准时到夜校听课。

穿过莲雾地，就是符圣明家的羊
圈，条形木板将羊圈分成上下两层。

“这不仅让羊睡的地方干净，而且方
便收集羊粪。”符圣明挥动钉耙，准备
将剩下羊粪装入篓中，50多头皮毛
油亮的黑山羊欢快地叫腾着。

2015年，三江镇政府给他送来了

9只扶贫羊，还给他指派了一名农技师
帮扶。有一次，符圣明发现3只羊趴在
地上不动，嘴角不停地流口水，他立刻
联系了农技师。让他感到意外的是，
农技师到羊圈一看，就笑着说没多大
事，让他用一些药水给羊擦洗嘴部，并
叮嘱他用石灰把整个羊圈消毒一遍。
第二天，他家的羊又照样活蹦乱跳了。

这件事以后，原本就喜欢钻研的
符圣明更加用心琢磨养羊技术。帮扶
责任人、美兰区干部陈亮还特意为符
圣明买来技术书，并鼓励他多向农技
师请教。

如今,已掌握过硬的种养技术的
符圣明，还成为美兰区首批“田教授”，
可以向更多的贫困户进行种养技术

“输出”了。 （本报海口5月16日讯）

海口三江镇农民符圣明用心钻研农业技术走上致富路

贫困户变身种养“小达人”

省一中院立案受理
一起61人涉黑案件

本报海口5月16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王敏敏 马润娇）5月14日，海
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海南省人民检
察院第一分院提起公诉的陈伟光、李震
等61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故意伤害罪，寻
衅滋事罪，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
罪，教唆他人吸毒罪，敲诈勒索罪，强迫
交易罪，非法采矿罪一案予以立案受理。

起诉书指控该组织是一个人数众
多、层级分明、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的犯
罪组织。该组织为树立非法权威，维
护非法利益，欺压、残害群众，以暴力、
威胁等手段打压、排挤竞争对手，垄断
市场称霸一方，在五指山市一定区域
和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和重大影响，
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
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扫黑除恶，海南法院在行动

省高院评析邓正城等人寻衅滋事案

同时构成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罪应以重罪定罪处罚
本报海口5月16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武建鹏 王颖）以邓正

城、吴升杰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随意殴打他人，逞强斗狠、肆意妄为，
任意损毁财物，致7人轻伤，1人轻微伤，同时构成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
罪。近期，法院依照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将该案全案认定为寻衅滋事
罪，依法从重从严处罚。

基本案情

案件评析

被告人的行为同时符合故意伤
害罪和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时，如
何定罪？

省高院：邓正城恶势力犯罪集团
多次实施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从该
集团一贯行为表现来看，均符合为寻
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恶势
力特征，随意殴打他人，每起犯罪行
为均导致被害人轻伤或轻微伤，同时
符合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罪的构
成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
定，同时符合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

罪的构成要件的，依照处罚较重的犯
罪定罪处罚。

据此，一、二审法院审理认为，该
案应依照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全案
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在五年以上十年
以下的刑罚档格中处罚。同时考虑
被告人邓正城、吴升杰具有坦白情
节，冼友亮、王仁勝具有自首情节，吴
升杰、冼友亮、王仁勝部分作案时未
满十八周岁等情节，依法作出上述判
决。该案以寻衅滋事罪对各被告人
定罪量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也更
好地体现了从重从严打击黑恶势力
犯罪的刑事政策。

2015年至2018年初，邓正城、吴
升杰、冼友亮、王仁勝等人经常纠集
在一起，在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龙
桥镇一带多次实施寻衅滋事、故意伤
害犯罪行为，并逐渐形成了以邓正
城、吴升杰为首要分子，冼友亮、王仁
勝等人为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

2015 年 2 月 23 日，吴升杰伙同
他人持砍刀、钢管等凶器，对被害人
吴某镫进行砍打，致使吴某镫右手拇
指受伤、食指被砍断，左手背的手指
筋被砍伤。2016 年 4 月 10 日，蔡甫
煌等三人在海口市琼山区一水吧内
喝茶时，认为水吧内的人欲殴打他
们，便商议报复，随后打电话给邓正
城，邀其参与；邓正城同意并表示可
以提供砍刀和面具，4月13日凌晨1

时许，邓正城伙同蔡甫煌、王云龙、李
厚隆戴上面具持砍刀冲进水吧内进
行打砸，并将水吧老板砍伤。2017
年8月8日，吴升杰以被害人吴某高
曾殴打过其堂哥为由，召集邓正城等
人将吴某高带至美舍河附近进行殴
打，其中吴升杰用砍刀将吴某高小腿
砍伤。2017 年 10 月 7 日，邓正城接
到约架电话，在与吴升杰、冼友亮、王
仁勝等人赶往打架斗殴现场途中，发
现被害人吴某高骑电动车经过便持
刀追赶，其中王仁勝持砍刀砍伤正在
一旁用手机拍照的吴某岳左臂。
2017年11月19日，被告人邓正城、吴
升台等人看到因赌博发生过矛盾的
被害人李某贤在吃宵夜，便拿砍刀进
行砍打，造成李某贤身上多处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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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6日，吴升杰在龙泉镇一
烧烤园与人斗殴时，持刀将上前拦架
的蔡某君和韦某壮砍伤。2018 年 1
月27日，王仁勝与冼友亮持砍刀，在
龙泉中学附近追砍许某佳三人，造成
三人腿部、腰部与后背多处受伤，随
后冼友亮又对三人所骑的电动车进
行打砸。2018年2月14日，吴升杰、

冼友亮、王成肇、“王文范”等人骑车
途经海口市一农贸市场时，看到与王
仁勝有矛盾的被害人王某煌，便叫来
王仁勝，用木棍、木凳对王某煌进行
殴打，造成王某煌身上多处受伤。

法院经依法审理，以寻衅滋事罪
判处邓正城等四人四年二个月至七
年二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符圣明正在查看莲雾的长势。 本报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 王聘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