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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环保世纪行

“背水一战”打赢脱贫攻坚战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本报营根6月13日电（记者李
艳玫）6月11日至12日，参加2019
年海南环保世纪行活动的省人大常
委会执法检查组来到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在湾岭镇大边村、县城供水
厂等地展开检查，并就存在的问题
提出建议。

近年来，琼中采取“政府+社会
资本合作”推进水环境治理项目建
设（简称为“PPP模式”），计划引进社
会资本13.09 亿元，共建设14个乡
镇、农场污水处理厂，6个乡镇自来
水厂和544个农村分散式污水处理

工程。截至目前，琼中累计投资约
4.38亿元，完成建设296宗农村分散
式污水处理工程。

在湾岭镇大边村，该县推行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PPP模式，引进社会资
本建设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检
查组一行在现场看到，该人工湿地污
水处理系统运转正常，经过滤后的水
质清净，符合排放标准；周边水生植
物长势茂盛，环境宜人。

据介绍，大边村人工湿地污水处
理系统由排水道、爆气池、过滤田、人
工湿地构成，通过3条连接所有民房
的排污管将生活污水汇集至爆气池
沉淀发酵，经沉淀发酵的污水通过水

泵抽到过滤田和人工湿地净化，将符
合标准的水排放到村庄水塘或用于
绿化灌溉。

在检查中，检查组发现琼中将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设置过高，指出农村污水排放标
准等级越高意味前期建造和后续运
营维护成本越高，琼中要考虑当地财
政资金承受能力，因地制宜建设，避
免造成资源浪费。

据了解，琼中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项目建设自然村覆盖率为64%，
但已建好的296个农村分散式污水
处理设施中有137个运行不正常。

“导致污水处理设施无法正常运转

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安装电表。我
们已与电网公司联系，只要电表一
安装，设施就能正常运转。”琼中有
关负责人表示。

检查组建议，琼中要依据每个村
庄人口数量、居住分布等情况，因地
制宜建设农村污水处理项目，要充分
考虑投入与产出比，灵活设置农村污
水排放标准，合理利用资源。

琼中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针
对检查组反馈的问题，该县将进行归
纳整理，罗列出问题清单，端正态度，
逐项进行整改，用实际行动保护好琼
中的绿水青山，推动生态核心保护区
建设。

2019年海南环保世纪行执法检查组赴琼中检查指出

农村污水处理要因地制宜避免浪费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伍昭静 邢倬毓）近三年
来，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积极履行
央企责任，充分发挥电力在脱贫攻坚
中的支撑作用，投资36亿元推进电网
建设，为助力海南打赢脱贫攻坚战作
出积极贡献。

投资力度前所未有

近日，在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
高明公司3200亩的火龙果种植基地
里，除了自动化喷水系统外，每一排火
龙果上方都装有植物补光灯，借此促
进火龙果生长，142.4万盏补光灯犹

如点点繁星照亮了整个山野。
这是乐东供电局为夯实当地农

业发展基础所采取的一项措施。该
局将供电服务送至田间地头，加快推
进当地电网投资建设，持续优化电力
营商环境。

2016年至2018年，海南电网公
司农村电网投资不断向贫困地区倾
斜，结合电网三年行动计划，大力实施
农网改造升级，累计在11个贫困市县
及非贫困市县贫困地区投资36亿元，
其力度在海南电网建设史上前所未
有，为脱贫攻坚提供了电力保障。

据了解，通过电网升级改造，自然
村通动力电全覆盖、改善电压质量等

工作，海南电网公司助力供电范围内
约49.47万贫困人口脱贫，保亭、琼中
2个国定贫困县摘帽，彻底改变了贫
困地区农网网架薄弱的状况，极大改
善贫困户从事种养殖、农林产品加工、
农家乐旅游等用电条件，为当地经济
社会全面发展、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提
供了较好的电力保障。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海南省农网地区综合电压合
格率98.08%、户均变电容量2.12千
伏安，海南电网提前两年完成国家
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目标，供
电可靠率 99.63%，已接近 2020 年
99.8%目标。

贫困地区电力服务提升

自2018年以来，海南电网公司不
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在业扩流程、时
限、成本和供电可靠性上连续出实招，
有效提升贫困地区服务均等化水平。

数据显示，海南电网全年高、低压
业扩时长同比分别下降了 50%、
25%；2018年年底，全省所有供电局
业扩报装及时率均达96%以上，其中
深度贫困县白沙黎族自治县达100%。

今年海南电网将持续提升贫困地
区供电可靠率、综合电压合格率、户均
配变容量等指标列为重点工作，优先

保障易地搬迁、产业扶贫、光伏扶贫等
项目的配套电网建设。

经过梳理，海南电网公司发现海
南省贫困人口用电需求主要集中在农
业种植、小型养殖、小型加工、农家乐、
分布式光伏扶贫项目及低压整治方
面。各供电局整理核实汇总需求后，
将需求传递给计划部门进行梳理立
项，跟踪进度及成效，形成了常态的动
态机制。

同时，海南电网公司和各供电局
均成立了扶贫组织机构，定期调研各
地政府、扶贫办、市县级企业，及时精
准掌握贫困村、贫困户的用电情况及
需求。

■ 本报记者 袁宇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徐露

“什么时候完成脱贫情况排查？”
“星期六就完成了，到目前为止完成了
93%，具体数字我不知道。”这是近日
定安县纪委在定城镇罗温村开展“六
比”专项行动大比武监督检查时的一
幕，罗温村党支部书记陈飞云、驻村工
作队队长卢修君对扶贫“回头看”大排
查情况掌握不实不清，被约谈提醒。

今年4月以来，定安县纪委根据
《定安县迎接省2019年脱贫攻坚“六
比”专项行动大比武方案》的要求，成
立5个专项监督检查组，深入各镇和
各帮扶单位开展监督检查，力促干部
扶贫作风大转变。

通过查阅资料、查看帮扶花名册

和补助发放明细、听取汇报、与帮扶责
任人一对一交流、走访贫困户等方式，
定安县纪委重点检查各镇扶贫资金支
出、就业补助发放落实情况、帮扶人签
到到岗情况及是否落实扶贫日工作任
务、是否了解扶贫大比武情况等11项
内容，促进各镇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

在定城镇罗温村委会，检查组通
过问询、查阅数据资料、走访农户等方
式，发现村民叶某才家庭人均年收入
计算错误，其家庭人均年收入超过
8000元，仍被记录在“省反馈已脱贫

人员收入低于低保标准4200元人员”
名单中。

“这反馈出我们有的核查人员核查
工作不认真、不负责。”定安县纪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在翰林镇，检查组工作人
员也发现就业补助发放进度缓慢，相关
部门和相关工作人员不作为、慢作为问
题。监督检查后，定安县纪委各监督检
查组第一时间将发现问题反馈给被检
查单位，要求各单位限期整改，同时建
议有关单位约谈提醒相关责任人。

定安县委书记陈军表示，在脱贫

攻坚工作中，既要进一步加强执行力，
积极创新帮扶措施，推进县委脱贫攻
坚大比武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落
实，也要通过建立核查督导机制，对各
镇各部门报送的扶贫工作开展情况进
行暗访抽查，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取得
更好成效。

定安县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结
合此次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将继续对
各镇、各帮扶责任单位开展“回头看”
工作，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的单位和
个人严肃追责问责。同时，督促各镇

纪委加强对本镇帮扶责任人纪律作风
监督检查，倒逼各帮扶责任人克服麻
痹思想，切实履行帮扶职责，并加大宣
传力度，发挥媒体监督作用，聚群众之
力深挖彻查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线索。

对于搞选择性整改、虚假整改、敷
衍整改的相关单位，定安县纪委监委
将严肃追责问责，确保大比武工作取
得实质性成效，推动脱贫攻坚各项工
作迈上新台阶。

（本报定城6月13日电）

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助力脱贫攻坚

3年投资36亿元建设贫困村电网

脱贫攻坚大事岂容敷衍
定安纪委以监督检查力促干部扶贫作风大转变

6月 13日，三亚2019年旅游
船舶消防溢油应急演练在三亚蜈支
洲岛旅游景区举行。

这是三亚首次开展旅游船舶海
上防污染演练。演练设置消防灭
火、溢油围控、污染清除等应急处置
科目，共派出6艘船舶、1架无人机
和60余人参加。

此次演练进一步提高了三亚辖
区应对海上旅游船舶突发安全和环
境污染事故的处置能力，为大三亚
旅游经济圈提供可靠的海上安全与
防污染保障。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海上溢油应急演练
三亚首次开展旅游船舶

海上防污染演练

文昌通报2起典型案例
一个消极应付，一个不认真履职

本报文城6月13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黄云平）近日，文昌市对2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典型案例及相关责任人进行点名通报。

文昌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吕
鑫在“双创”工作中消极应付问题。2018年7月
至2019年4月期间，吕鑫作为文昌市爱卫办的
主要领导，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工作中消极应
付，对上级发现的问题仅简单反馈各单位进行整
改，不跟踪落实、未压实责任，措施不力，致使同
样的问题始终得不到有效解决，导致文昌市未能
通过省级暗访考核，造成“创卫”工作的严重滞
后。2019年5月，吕鑫受到党内警告、政务记过
处分。

文昌市农业农村局主任科员林锋在扶贫工作
中不认真履职问题。2017年，时任文昌市扶贫办
主任林锋不认真履行职责，工作态度懈怠，未及时
制定扶贫资金分配方案，导致文昌市扶贫资金拨
付工作绩效考核排名倒数，被省扶贫办点名批
评。同年，林锋不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相关文件
和市委领导对文件的批示精神，敷衍了事，未按要
求制定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的实施细则或具体措
施，延误工作，对文昌市推进脱贫攻坚工作造成严
重不良影响。2019年4月，林锋受到党内警告、
政务记过处分。

琼海通报2起典型案例
一起违规收受礼品；一起私车公养

本报嘉积6月13日电（记者袁宇）近日，琼
海市纪委监委通报2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
型案例，进一步严明纪律，强化警示教育，巩固拓
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严防“四风”反弹
回潮，营造风清气正的氛围。

琼海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原站长王启臻，
原副站长、办公室主任曾繁和2人私车公养的问
题。2016年8月至2018年10月，王启臻、曾繁和
2人利用保管单位公务油卡的职务便利，在未从
事公务活动的情况下，使用公务油卡为自己的私
家车加油。其中曾繁和先后5次为自己的私家车
加油共计1176.38元，王启臻先后3次为自己的私
家车加油共计1221.93元。2019年5月，曾繁和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王启臻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相关违纪所得已予以收缴。

琼海市万泉镇文曲社区支部书记、居委会
主任陈武违规收受礼品的问题。2015年3月至
2016年 3月，琼海某建设工程公司法定代表人
吴某为感谢陈武在该公司土地租赁过程中提供
的帮助和支持，分2次送给陈武4条中华牌香
烟和 4 瓶洋酒，折合人民币共计 6400 元。此
外，陈武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2019年 4月，
陈武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其违纪所得已予
以收缴。

通报指出，上述典型案例中，有的违规收受他
人礼品，有的利用职务便利，用公家油养私家车。
形式不同，本质相同，这些党员干部都是对党的纪
律不在乎、不敬畏，利用权力谋取私利，受到严肃
处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从中汲取深刻教训，引
以为戒。

扫黑除恶进行时

本报海口 6 月 13 日讯 （记者
邓海宁）6 月 13 日，海口市公安局
发布检举揭发沈东犯罪团伙犯罪
线索通告。

近日，海口市公安局正在组织侦
办以沈东为首的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案件，目前已逮捕犯罪嫌疑人沈东
（外号：小林、东哥、阿东）、陈天允等

多名团伙成员。经查，自2013年以
来，以沈东为首的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长期盘踞在海口市府城地区，向被害
人非法放高利贷，并在催收时，指使
团伙成员陈天允等十多人采取威胁、
恐吓、打砸、滋扰等违法犯罪手段，向
被害人及其家属逼要非法债务，以达
到非法侵占被害人财物的目的，严重
扰乱当地的社会治安和老百姓的生
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为进一步深挖扩线，追究相关犯

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海口市公安局
号召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检举揭发
沈东犯罪团伙，积极提供违法犯罪
线索。对所举报线索经查实有效并
经司法程序认定的，海口市公安局
将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奖励并对线索
举报人严格保密；凡对举报人进行
打击报复的，将依法从严、从重处
罚；对于包庇、窝藏犯罪嫌疑人，为
其逃避打击提供便利条件的，将依法
追究法律责任。

同时，海口公安机关正告其他犯
罪嫌疑人认清形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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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盘踞海口府城一带非法放高利贷

快来举报沈东团伙涉黑涉恶线索

举报、投案自首现场受理点：
海口市美兰区万兴路7号海口市
公安局刑警支队

举报电话
郭警官18289735442
吴警官18289758603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钟坚）“风雨中他们迎难而
上，烈火中他们逆火而行，训练场上
他们挥汗如雨，竞赛场上他们奋力拼
搏……”6月12日，省消防救援总队
2019年全员岗位大练兵灭火救援比
武竞赛活动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基
层单位的425名消防指战员，接受了
检验与挑战。在一场场的比赛中，他
们酣畅淋漓，用过硬的本领践行着练
为战的目标。

此次比武竞赛历时3天半，共有
39支队伍参赛，425名消防指战员将
参加400米疏散物资救人、60米肩梯
登楼、10层负重登楼等8个项目的角
逐。通过此次大练兵比武竞赛，切实
推动全省消防救援队伍转型升级，努
力打造岛屿特点、特区特色综合性消
防救援队伍。“通过此次比武竞赛，把
全省消防救援队伍的训练积极性、主
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全面打造一支对
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
民的队伍，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创造安全、和谐的消防环境。”省消防
救援总队司令部负责人说。

堵截执法车，掩护超载货车逃逸致撞车

海口一司机被刑拘
本报临城6月13日电（记者良子）为了掩护

超载大货车逃逸，皮卡车司机驾驶车辆堵截治超
执法车辆，致使2车碰撞。6月13日，临高县公安
局就皮卡车司机犯罪嫌疑人游某石涉嫌妨碍公务
罪对其刑事拘留。

经查，6月12日凌晨1时30分许，临高公路
分局的4名执法人员在开展治超工作巡查至金
多线思源饲料厂路段时，发现涉嫌超限超载的
12轮大货车，并打开警示灯和喊话示意接受检
查。但该大货车拒不配合检查继续行驶逃避。
当执法车辆驾车追该大货车时，遭到另一皮卡车
故意别车夹在该大货车和执法车中间，疯狂进行
蛇线行驶阻碍，并最终造成执法车与皮卡车相撞
的交通事故（无人员受伤）。临高公安局交警大队
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及时处理，并扣押了
涉案皮卡车。

为严厉打击涉案司机嚣张疯狂阻碍执法的
违法犯罪行为，临高公安局和交警部门抽调精干
警力成立专案专班，全面深入细致地开展调查取
证工作。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游某石（男，39岁，
系海口琼山区甲子镇海丰村人）于12日凌晨对
违法犯罪事实如实供述。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消防“大比武”

看谁是真英雄！

海口新南北通物流园内
3栋违建被拆除
总建筑面积2.43万平方米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
陈创淼）近日，有市民投诉海口新南北通物流园内
正在建设的3栋高层楼房未批先建，并涉嫌“以租
代售”。接到投诉后，海口市秀英区区委、区政府
立即进行依法调查，并对该违建进行依法查处。
秀英区执法部门依据有关规定，于6月13日依法
对该违建实施强制拆除。

据悉，秀英区于6月6日下午送达行政处罚
相关法律文书，责令业主3日内自行拆除脚手架、
塔吊等施工工具，但业主对法律文书置若罔闻。

据了解，该违建位于椰海大道西段的新南北
通物流园内，总占地面积3037.5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2.43万平方米。

一名消防指战员在比赛中。
（省消防救援总队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