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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纪委通报四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案例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王海洪

300平方米的鸽子棚里，1200多
对鸽子在鸽笼里成双成对地安了
家。“鸽苗买回来先是放在一起养的，
养着养着这些鸽子就自己成双入对
了，我们再把它们一对对地放入鸽笼
里生蛋孵仔。”近日，在临高县新盈镇
龙兰村昌合村民小组，脱贫户林春光
笑呵呵地说道。

这个鸽子养殖基地寄托了林春
光一家五口人的希望。他们家没请
一个帮手，全家人满怀着致富梦想，
齐心协力养鸽子。

今年61岁的林春光是二级残疾
人，15年前他遇车祸左小腿粉碎性骨

折，行动不便。他住的房子还是父亲
盖起的老瓦房。他妻子许油丽今年
53岁。多年来，林春光腿脚不便，家
里的农活全落在许油丽一个人肩
上。由于收入微薄，林春光家在
2014年被纳入贫困户。

林春光一家充分享受到国家精
准扶贫政策。他右边股骨头坏死，疼
痛难忍，2017年在临高县中医院做
了手术，6万元医疗费用全免。政府
帮扶他们家的产业扶贫资金分别被
用来入股两家企业发展深海养殖和
养猪，他家固定领取分红。在各方帮
助下，林春光一家在2017年脱了贫，
还盖起了两间新平房。大儿子刚结
婚，就住上新房。全家人不分家，吃

在一起。
林春光的帮扶责任人是临高县

政府办的符庆志，他三天两头地来
了解林春光家的鸽子养殖情况。他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林春光的三儿
子林海灵在外帮人家养鸽子几年，
积累了经验，2018年8月，看好鸽子
产业的发展前景，林海灵回家提出
养鸽子创业，林春光申请到了5万元
小额扶贫贷款，加上亲戚朋友等多
方相助，投入了十多万元建起了这
个鸽子基地。

鸽苗去年8月底买回来，养到今
年3月才开始下蛋。3000只鸽苗，成
活了1200对左右。这个过程中，对
林春光一家来说最困难的就是每月
要有买饲料的钱。饲料钱一个月要
四五千元，今年春节后经济压力最
大，这一家靠信用卡先花钱再还钱来

维持。到了今年5月，首批鸽子上市
了，才缓过一些劲来。

儿子们负责喂养、配料、配蛋和
鸽棚守夜，许油丽负责打扫卫生和一
些杂活。全家人一齐努力养鸽子。

“还有一二十天就可以上市一批，不
愁销售。”林春光说，他们一家对发展
养鸽项目充满信心，现在最想做的事
情就是扩大养殖规模，提高产量。

因为挣到的钱都投入到买饲料
上了，他们缺少银行流水证明，想扩
大规模办贷款遇到了困难。“想买孵
化机，提高孵化的成功率”“想做下
去”“希望能贷到款”，林春光夫妇一
言一语地向海南日报记者反映着他
们加快发展的心声。鸽子产业这条
路，他们相信是发家致富路，要笃定
走下去。

（本报临城7月10日电）

关注临高“脱贫之星”

临高新盈镇龙兰村村民林春光：

创业养鸽子 全家齐上阵

及时总结59国外国人入境旅游免签政策实
施效果，加大出入境安全措施建设，为进一步扩大
免签创造条件。

Summari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
bound tourism visa- free policy for 59
countries timely and enhance measures for
exit and entry safety to create conditions
to further extend the visa-free policy.

【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

省检察院召开
石秀莲先进事迹报告会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杨帆）7月10日下午，省检察院召开全国“人民满
意的公务员”石秀莲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报告会上，东方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石秀莲以“不忘初心忠诚履职，牢记使命坚守正义”
为主题，讲述自己从检24年的工作坚守和心路历
程。自1995年起，石秀莲一直在东方市检察院从
事审查起诉工作。据统计，1999年至2018年，石
秀莲亲自办理审查起诉案件千余件，所办案件均在
法定期限内审结，起诉准确率达到100%。在今年
6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表彰大会上，石秀莲获得全国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荣誉称号。
省检察院在报告会上要求，全省检察干警要

为身边有石秀莲同志这样优秀的先进典型感到光
荣和骄傲，在学习先进典型上快学一步、多学一
点、深学一层。要把学习宣传石秀莲同志先进事
迹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迅
速掀起学习宣传热潮，学习石秀莲同志对党忠诚、
一心为民的政治品质；学习她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的优良作风；学习她奋勇争先、敢于担当的进取精
神；学习她不徇私情、廉洁奉公的高尚情操。

海口琼山区创新开展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400余留守儿童
免费参加兴趣培训班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 （记者张期望 实习
生王俊乐 通讯员许晶亮）创新开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7月10日，海口琼山区志愿者们在该区
云龙中心小学启动为期一个月的中小学生兴趣培
训班公益行动，为该区400多名留守儿童开设跆
拳道、篮球等兴趣培训班。

据了解，此次志愿者活动由琼山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共青团海口市琼山区委员会主办，琼
山区云龙中心小学、红旗镇中心小学、三门坡学校
共同承办。本次活动坚持公益性、自发性原则，开
设跆拳道、篮球、舞蹈、创意美术、书法课程，将共
计开班15个，覆盖当地400余当地留守儿童。

一个月后，志愿者们还将组织优秀学生代表
开展学习成果展演、参观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等活
动，带领学生们缅怀先烈、重温历史，立志向、有梦
想，努力成为新时代好少年。

琼海加大新能源
公交车投放力度

本报嘉积7月10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赵侃）7月10日，海南日报
记者从琼海市政府相关部门获悉，
在推广新能源汽车工作中，琼海市
优先推广新能源公共交通工具。
目前，琼海市已在公交 6 路、7 路、
13路、81路等线路使用新能源公交
车，1路、2路等线路新增或更换的
公交车也将全线使用新能源公交
车，为市民游客提供绿色环保的出
行工具。

据介绍，琼海市不断加大新能
源汽车推广力度，以新能源公交车
先行，在完善使用环境等多个方面
发力，推动新能源汽车在各领域的
推广应用。

琼海福轩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使用新能源公交车的成
本相较于传统公交车更低，传统公交
车一天的运营成本是新能源公交车的
3倍多。同时，新能源公交车还能为
市民提供更舒适的出行服务。目前，
琼海市共投入48辆新能源公交车，6
路、7路、13路、81路等线路已经使用
新能源公交车运营，1路、2路等线路
正在将部分传统公交车更换为新能源
公交车。

近段时间，琼海市密集开展新能
源汽车推广活动，加速推广新能源汽
车。琼海市新能源汽车推广服务中
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从目前的市场反
馈来看，琼海市民对新能源汽车的了
解与接受意愿相较以往有了较大提
升，到新能源汽车推广服务中心咨询
购买新能源汽车的市民人数也有了
较大增长。

据了解，琼海市将在今年年底
前实现全市公交车、巡游出租车、
公务用车新增和更换车辆 100%使
用清洁能源汽车，还将建设各类充
电基础设施（其中建设充电接口
2448 个），同时在各镇（区）设立新
能源汽车推广点，加大新能源汽车
推广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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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郭
萃）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国家高
新区获悉，7 月 9 日，新加坡海南
安普智慧生态洗涤发展有限公司
在海口国家 高新区完成登记注
册。该企业注册资本 2000 万美
元，将在海口建设集医疗大健康
布草、医疗器械等洗涤消毒、物
流仓储等综合服务功能的行业标
杆项目。

据了解，新加坡唯奥拉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是专注于大中华区洗
涤消毒产业、物流、餐饮、教育培训
等行业的投资公司，致力于通过资
本和管理的帮助，促进企业创新与
成长，公司在新加坡拥有亚洲领先
的洗涤消毒产业工厂和成熟管理
运营经验。此次在海口高新区注
册成立新加坡海南安普智慧生态
洗涤发展有限公司后，将引进全球
知名洗涤消毒设备、工艺和管理，
在海口建设具有国际领先的包括
旅游酒店布草、医疗大健康布草、
医疗器械等洗涤消毒、智慧检测、
产品租赁及交易、物流仓储等综合
服务功能的行业标杆项目，助力海
南卫生安全事业发展。

新加坡一企业
落户海口高新区
将打造具有综合服务功能
的行业标杆项目

A：Would you like to have some Wen-
chang Chicken？ It is one of the four fa-
mous dishes in Hainan.

您要尝一下文昌鸡吗？文昌鸡是海南四大名
菜之一。

B：Awesome！ I’d like to have some.
太棒了！给我来一点。

A：What are the other famous three？
四大名菜其他三个是什么？
B： They are Jiaji Duck， Hele Crab

and Dongshan Mutton.
它们是加积鸭、和乐蟹和东山羊。

A：What do you call that clear drink？
It looks tasty.

那个透明的饮料是什么？看起来很好喝。
B：Oh，it is coconut juice.
哦，那是椰子汁。

本报海口 7 月 10 日讯 （记者
李磊）7 月 10 日上午，为期两天半
的全省扫黑除恶重点难点村党支
部书记集中培训示范班在海口结
业，全省组织系统排查出的扫黑除
恶重点难点村（社区）党组织负责
人和乡镇分管负责人共 53人参加
了培训。

据悉，为抓好中央扫黑除恶第
18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省委
组织部会同省委政法委举办了此次
培训班。培训班通过深入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开展共产党员理想信念教育，学习
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知识的方
式，以增强扫黑除恶重点难点村（社

区）党支部书记理想信念、党性观念
和法律素养，有效提高其带好党支
部班子和整顿好党支部的能力和水
平，进而强化基层党的建设，提升基
层治理水平。

培训班上，省委组织部、省委政
法委机关相关负责人要求，参训学
员要深刻认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抓好整改工作
的政治自觉，筑牢抵制黑恶势力侵
蚀的基层堡垒，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的重要作用，并认真履职，积极主
动与黑恶势力作斗争，切实把各项
整改措施落到实处，力争把学习成
果转化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实际
成效。

琼中：
医疗扶贫进行时

7月10日，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和平镇卫生院的医王菊
英和全科医生唐甸健正在为贫
困户检查身体。

据了解，和平镇共有448
户 1800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享有该县健康扶贫政策保
障。和平镇卫生院还为其中
70户75名因病返贫或因病致
贫村民额外提供了“一对一”结
对帮扶的医疗保障服务。

本报记者 袁琛
见习记者 封烁 摄

东方办黎锦培训班
促贫困户学艺增收

本报八所7月10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陈秀兰）为保护和传承黎族织锦文化，近日，东方市
文化馆在该市东河镇玉龙村开设为期3天的黎锦
技艺培训班，该馆工作人员与黎锦传承人，从理论、
技术创新、实际操作等方面为该村3个黎锦专业合
作社的近百名织娘传授织锦、染色等技艺，提升织
娘的织锦水平和创新能力。据悉，玉龙村3个黎锦
合作社的成员大部分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尤
梦瑜 通讯员李明秀）为进一步发挥典
型案例警示震慑作用，保持扶贫领域
监督执纪问责高压态势，日前，海南省
纪委对近期查处的4起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进行通报。

通报指出，这些典型案例中的党
员干部，有的纪法观念丧失，宗旨意

识淡薄，在扶贫公共工程、物资采购
等项目实施过程中，以权谋私，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有的作风不严不实，
工作不认真、不负责，审核把关流于
形式，导致扶贫不精准，错发、多发财
政补贴资金。全省党员干部一定要
从中汲取教训，深入反思警醒，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

一步强化宗旨意识，转变工作作风，
严守纪律底线和法律红线，做到忠诚
干净担当，确保扶贫工作务实、脱贫
过程扎实、脱贫成果真实。

通报强调，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
年，越是关键时候，越要稳住阵脚，越
要响鼓重锤。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

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做到思想不松
懈、工作不松劲、力度不减弱，狠抓精
准施策、精准帮扶，以“不获全胜、绝
不收兵”的决心，全力以赴、合力攻
坚，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省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要落实好省委关于扶
贫领域“五个绝对不允许”的要求，按
照全省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专项治理工作推进会的部署，紧盯
扶贫物资采购、公共工程、产业项目
和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
等四个领域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
治，严肃查处腐败和履职不力、不作
为不担当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为全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
的纪律保障。

五指山市妇联原党组书记、主席黄英玲在扶贫公共
工程、物资采购等项目实施过程中收受他人财物等问题

2014年至2017年，黄英玲在担任市民宗局党组书
记、局长和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期间，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在扶贫公共工程、种苗采购等项目中，为他人谋
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40.8万元。此外，黄
英玲还存在违规收受他人礼品、违规插手项目招投标
等问题。2018年12月和2019年4月，黄英玲先后受到
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司
法机关依法处理，违纪违法所得已被追缴。

临高县博厚镇大雅村委会副主任
王伟章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不符合帮
扶条件的贫困户未能被及时剔除问题

2016 年 11 月，王伟章在包点大雅
村委会雅东村扶贫工作中，未严格按照
要求抓好贫困户的动态管理，致使不符
合贫困帮扶条件的 1 户贫困户未能被
及时剔除，造成国家扶贫资金损失
84905 元。2019 年 5 月，王伟章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上述贫困户已被剔除。

定安县扶贫办副主任符
焕国在扶贫物资采购工作中
收受他人“好处费”问题

符焕国2016年10月底参
与扶贫黑猪苗采购项目验收
工作，2017 年春节前收受该
项目供应商“好处费”1 万
元。2019年3月，符焕国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
处分。违纪所得已被追缴。

昌江黎族自治县残联正科级干部王保龙等人在
危房改造工作中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危房改造补贴
被重复领取问题

2017年，王保龙和昌江县残联科员吴李刚对该
县乌烈镇长塘村某村民申请贫困残疾户危房改造指
标提交的信息进行入户调查，工作不认真、不负责，
也未到相关部门进行数据比对，致使已于2013年领
取危房改造补贴的该村民，再次领取危房改造补贴6
万元。2019年4月，王保龙、吴李刚均受到党内警告、
政务记过处分。违规领取的补贴资金正在追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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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尹
建军）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我省营商环境，省自然资源和规
划厅日前出台《海南省不动产统一登
记办事指南》（以下简称《办事指
南》），将实现全省一套材料标准办理
不动产登记，有效解决各市县登记审
查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提高办事效
率、缩短办理时限，为企业和群众提
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办事指南》明确，登记事项共
57项，其中简易事项7项，办结时限
为1个工作日；一般登记事项48项，

办结时限为3个工作日（不含公告时
间）；复杂事项2项，为在建工程抵
押，办结时限为8个工作日；非公证
继承、受遗赠审核，办结时限为30个
工作日。与此同时，全部去除“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的兜
底条款，将受理材料清单具体化，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
首次登记，要求提供“相关税费缴纳
凭证”，经函询省税务主管部门之
后，明确此类登记业务提供的是契
税缴税凭证。

《办事指南》还将“林木所有权”

概念进行解析和套合，梳理出承包
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及地上森林、林
木所有权和林木所有权的登记类
型，有效填补了林权登记内容；将无
居民海岛使用权纳入海域使用权的
登记框架，搭建起全登记类型框架；
将《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原
有的52种登记类型，扩展到57种登
记办事类型，形成完整的不动产登
记类型体系。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出台《办事指南》，进一步规范不
动产登记行为，通过梳理划分登记事项

类型，明确不同登记类型的承诺时限，
将有效推进全省不动产登记的办事流
程优化；严格控制地方增加要件，去除
多余的无法律法规规定的要件，减少老
百姓因办理事项不明确而多次跑腿的
问题，并避免因市县办理不动产登记时
收件材料不一，且因收件材料不一带来
的审查标准不一，出现不同市县办理效
率和质量有差别的情况。同时，对登记
平台的林权登记办理流程和系统模块
进行重新优化，有利于推进不动产登记
信息平台优化，提升不动产登记信息化
水平。

我省出台不动产统一登记办事指南
实现全省一套材料标准办理

全省扫黑除恶重点难点村党支部书记集中培训示范班结业

筑牢抵制黑恶势力侵蚀的基层堡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