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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
被劝返回国投案

本报嘉积8月20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易修呈）8月20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琼海市纪委监委获悉，经过
精心部署、主动出击，该市日前成功劝
返一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回国投案。
这也是琼海市监察委员会成立以来首
次成功追回外逃人员。

据介绍，今年50岁的谢贻琼在担
任琼海市潭门镇林桐村党支部委员、
村委会副主任兼封上村小组组长期
间，私自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尚未分
配的集体土地征地补偿款120多万元
据为己有，潜逃至马来西亚。

谢贻琼出逃后，在省委追逃办具
体指导下，琼海市监察委员会积极协
调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职能部
门，抽调政治强、业务精的人员组成工
作专班，专司追逃追赃工作。工作专
班通过精心部署、主动出击，采取强有
力的工作措施，成功劝返谢贻琼回国
投案自首。

噪音油烟扰民
烤鸭店停业整改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吉
洋洋）近日，针对群众反映临高县临城
城区奇香烤鸭店在日常经营中高空
排烟噪声大、油烟气味大问题，临高县
相关执法部门及时对存在问题进行调
查核实，并责令其停业整改。

有群众投诉称，临城镇新镇路99
号的奇香烤鸭店，每天7时到20时烟
囱不间断地发出噪音并散发异味，影
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

临高县综合执法局中队长黄章
世介绍，餐馆已停业整改，整改合格
以后才能正常营业。奇香烤鸭店在
其门店顶楼露天层，已经加装铁皮
围挡和加高铝制烟囱，综合执法部
门在现场督导落实整改工作，准备
将群众反映的噪声和油烟污染问题
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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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记者陈
卓斌 特约记者韩小雨）海南日报记
者8月20日从省教育厅获悉，《海南
省2019年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已于日前印
发，明确将高质量完成今年高职扩招
1.5万人任务，同时紧密结合海南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及十二大重点产业
发展需求，大力推进职教改革，全面
提升我省高职院校办学水平和从业
人员素质能力。

《方案》指出，在招生方面，我省
将科学编制2019年高职招生计划方
案，在学前教育、护理、家政、养老、健
康服务等海南十二个重点产业从业
人员紧缺的领域，扩大“中高职贯通”

培养招生规模。各院校要加强与现
有独立设置的特殊教育机构合作，加
大残疾学生培养力度，让更多残疾人
接受适合的高等职业教育。

《方案》明确，我省将于近期和10
月分别组织一次对口单独考试补报
名工作，对象包括中职毕业生、往届
高中生、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
民工、新型职业农民及相关行业从业
人员等。同时，我省将继续完善高职
单独招生考试办法，对中职毕业生采
取“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方式，
对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
和新型职业农民，免予文化素质考
试，由各招生院校组织与其报考专业
相关的职业技能测试。

根据《方案》，各院校要制订专门
的职教人才培养方案，全面实行学分
制、弹性学制。要采取适应不同生源、
方便就学、灵活多元的教学模式，例如

“送教上门”“旺工淡学、工学交替”和
“线上线下融合”等，确保人才培养质
量。此外，各院校要通过资源整合挖
潜一批、专项培训培育一批、校企合作
解决一批、“银龄讲学”和“候鸟人才”
补充一批、社会力量兼职一批等方式，
加快补充急需的专业教师，确保高职
扩招可持续发展。《方案》还鼓励不同
院校间有机组合师资、教学实训、食宿
等资源，提高优质职教资源使用效率，
充分发挥优质院校引领作用，带动提
升地区职教整体办学水平。

《方案》提出，将按规定给予退役
军人学生学费资助，每生每年最高不
超过8000元，超出部分自行负担。
对从2019年起参加我省对口单独考
试招生，且具有海南户籍或学籍的中
职应往届毕业生，以及从2019年起
就读我省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及招生
试点项目的中职应往届毕业生，省财
政将对其给予第一学年每生5000元
的学费补助，完成学业并获取毕业证
书后，再给予每生 5000 元学费奖
励。《方案》还鼓励民办学校在政府学
费补助政策的基础上，对退役军人、
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
民再酌情减免学费；鼓励企业支持员
工组团带薪就读。

我省今年高职将扩招1.5万人

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可报考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小贷公司是银行金融机构的有力
补充，可以为很多无法从银行金融机
构获得贷款和银行金融机构无法满足
的短周期、急需求的人群和企业提供
融资支持。

2008年以来，为了补充中低收入
群体和小微企业金融产品支持的空
白，引导民间借贷阳光化，我国开始推
进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我省小额

贷款行业从2010年开始起步，一直合
规有序发展，正规的小贷公司未发现
有非法集资、暴力催债等现象。

根据最高法关于民间借贷利率
的司法解释，年利率未超过24%时，
受国家法律保护；年利率超出36%的
部分，不受法律保护；年利率介于
24%至36%之间，则由借贷双方约定
协商解决。

我省小贷公司的利率一直控制在
国家法律规定范围内，目前行业整体

年利率平均为18%左右，且呈逐年下
降趋势。我省小贷公司主要以自有资
金发放贷款，资金使用成本高；按照风
险定价原则，小贷公司服务的对象主
要是无法从银行金融机构贷到款的小
微企业和农户，违约风险高；小贷公司
整体的税负在 30%左右，运营成本
高，这些因素决定了小贷公司要生存
发展下去，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利率
水平，同时要兼顾企业的实际情况，强
调利率的可负担性。“小贷公司唯有帮
助客户发展壮大，方能实现自身的长
久发展。”海南省小额信贷协会会长吕
向平如是说。

我省一些小贷公司在涉农借贷
利率方面仅为 12%左右，对于这个
利率水平，很多借款农户表示“可以
接受”。

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照明村
村民符君巩2018年1月从海南中和
农信小额贷款公司借款 1万元，每
月只需还利息 90多元，“这个利息
不算高，并且提前还的话利息更
低。”符君巩说。

白沙牙叉居农户罗海千说，他无
法从银行贷到款，有了小贷公司2万
元的资金支持，养鸭从梦想变成现实，
每月支付一点利息负担不重。

海南信源小贷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公司发放贷款的年利率一般在
12%至20%之间，而很多小微企业都
是临时周转使用资金，快速还款的话，
利息会更低。

据悉，小贷公司更多的是要满足
小微客户短频快急的临时资金需求，
放贷资金利用不充分，没有资金杠杆
效应，效益并不高。而且对于发展较
好的贷款客户，很多小贷公司会选择
持续降低利率，提高客户用款的便捷
度，并尽力降低其资金成本，助力小微
企业发展与壮大。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

我省小贷行业合规发展

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息一直控制在正常水平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记者计思
佳 通讯员陈创淼 陈勤）为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8月20日上午，海口首个农村
厕所清掏试点在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
启动。据悉，今后施茶村的农户只需拨
打环卫公司电话，就可享受免费上门清
掏农厕的服务。清掏出的粪便既可当
作农作物有机肥使用，又可运往沼气站
发电再利用，达到了粪污处理无害化和
资源化的目标，实现变“粪”为宝。

当天11时许，一辆5吨容量的吸
粪车开进了施茶村吴洪村民小组村民
洪尚忠的家中。2名环卫工人戴着口
罩，将一根长长的塑料管伸进了院内
的化粪池口里。伴着轰轰声响，化粪
池内的粪便通过塑料管吸到了车上的
储粪罐内。不到5分钟，化粪池就被
清理干净了，整个过程闻不到明显异

味。“我们家的厕所是1994年建成的，
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清掏过。现在由政
府出资，帮我们清掏，真是件利民的大
好事！”洪尚忠对此次厕所清掏试点工
作拍手称赞。

石山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上世纪
90年代“改厕”后，农村昔日的“露天坑”
逐渐被“水冲式”厕所取代。“但有的农
户家里的三级化粪池采用的是封闭式，
有的没有封闭。如果没有及时清掏，一
旦下雨，封闭式化粪池易出现堵塞的情
况。没有封闭的化粪池，污水会直接渗
漏到地里，造成水源污染。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区里特地组织工作人员去定安
县调研取经，决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对全区农村厕所化粪池进行定期
清污，以进一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助
推美丽乡村建设。”该负责人介绍，目前

施茶村农村厕所清掏的资金投入标准
是每户每年500元。政府将根据PPP
项目协议以及考评结果，按季度向环卫
公司支付费用。

“为了做好此次试点工作，我们成
立了专门的清掏、转运工作队，为每个
试点行政村分别购置一台5吨和一台
1.5吨的吸粪车，并配备2名操作手和2
名司机。”海口玉禾田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肖锋介绍，该公司已向施茶村村
民公布服务电话，只要村民有需要，拨打电
话后10分钟内就会有工作人员上门清掏。

秀英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共
有6.69万户，已建厕所6.51万户，改
厕普及率达到97.3%。该区正加快推
进农村改厕工作力度，年底前将完成
尚未建设的1680户厕所任务。同时，
2019年底前，施茶村将建立起无害化
卫生厕所清掏管理机制。2020年底
前，将实现秀英区农村无害化卫生厕
所清掏和转运管理全覆盖。

海口启动农村厕所清掏试点工作

政府买单 变“粪”为宝

走进小额贷款公司

关注海口城乡环境整治

琼派功夫协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近日，海南省琼派功夫

协会在海口成立。
据了解，琼派功夫是海南地方拳种的简称。

海南大学李秀教授2013年率先提出“琼派武术或
琼派功夫”代表海南地方拳种的概念。目前，琼派
功夫在我省万宁、琼海、屯昌、琼中、昌江和澄迈等
地发展较好，据不完全统计，省内大约有近5000
人练习琼派武术。

海南琼派功夫包括万宁的东山功、桩头功、马
仔功、大桥大马功，屯昌的五形桩、五门拳、四门归
中，琼海的中兰拳、五湖四海拳，昌江的红林拳、豹
拳、板凳功，澄迈的马仔拳等。

环卫工人进入农户家中，提供免费农厕清掏服务。 通讯员 陈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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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启动
青年电子商务创业大赛
即日起至9月13日均可报名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李子琨）2019海南青年电子商务创业大赛暨“创
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选拔赛已
正式启动，即日起至9月13日，参赛者可登录“海
南共青团网”或关注“青农海南”微信公众号注册
并报名。

据悉，大赛分为电商、商工组和农业农村组3个
组别，每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单项
最高奖金5万元。此外，大赛还设置优秀组织奖
和个人贡献奖。其中电商组重点关注共享经济、
大数据、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领域；商工组重点
关注节能环保、信息科技、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新
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农业农村组重点关注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种植养殖技术、农产品加工及销售、
农业社会化服务、乡村旅游等领域。

据了解，参赛项目可由个人申报，也可由团队
申报。由个人申报的参赛项目，申报人年龄40岁
以下（含）；由团队申报的参赛项目，团队总人数不
多于5人，且团队平均年龄不超过35周岁（含）。
年龄划分以2019年6月30日为界。

大赛由团省委、省委人才发展局等单位联合
主办。

琼州海峡轮渡将迎来暑期客流高峰

警方提示错峰出行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 （记者良子 通讯员

吴小君）海南日报记者8月20日从海口铁路公
安处获悉，随着学校开学，2019年暑期又一个
客流高峰即将到来，铁路北港码头暑期车流、客
流高峰为 8月 23日至 31日，主要集中在每日
14时至 19时，警方建议广大旅客合理安排行
程，错峰出行。

为确保客流升降秩序顺畅，海口铁路公安处
北港派出所全员上岗，一是公开武装巡逻，提高震
慑力，加强阵地控制，通过车流分批控制、安排警
力在进港路口进行卡口等方式，确保进出港秩序
良好。二是配合客运部门通过控制人流、分批次
安检等方式，严禁携带各类违禁品进港上船，确保
旅客出行安全。

省人民医院定安县
医联体医院揭牌

本报定城8月20日电（见习记者张文君 特
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黄荣海）8月20日，省人民医
院定安县医联体医院签约暨揭牌仪式，在定安县
人民医院门诊大楼举行。

自2009年起，省人民医院与定安县人民医院
结对帮扶，派遣优秀专家为该医院重症医学科、心
血管科、血透室及呼吸内科等提供帮助，对该医院
科室管理和专科技术等方面进行指导，使得县人
民医院在短短几年间，重症医学科救治能力明显
提高，能够承担农村常见重症患者的救治任务，医
疗服务体系整体运行效率得到提升。

中国东部优秀曲艺节目展演浙江开幕

海南相声作品
《到底谁傻》入选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吴雅菁）海南日报记者8月20日从省曲协获悉，

“第二届中国东部优秀曲艺节目展演”活动于8月
20日在浙江台州拉开帷幕。海南曲协选送的相
声作品《到底谁傻》入选本次展演，并在台州市路
桥会展中心剧场与观众见面。

据悉，本次展演活动共入选24件作品，《到
底谁傻》是唯一入选的相声作品。该作品由海南
省曲协会员王学岭创作，王学岭、柯海雄表演，以
海南好人、道德模范、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为创作
原型，体现海南人民的朴实作为，用相声艺术手
法，幽默诙谐的语言和成熟的表演，赢得观众和
专家的认可。

中国东部优秀曲艺节目展演是由中国曲协
与东部地区相关省市共同举办的一项区域性曲
艺展演。

广告

郑重声明
东方市人民政府、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东方天涯驿站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因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现已被最高人民法院
再审复查立案，案号: (2019)最高法行申9071号。该案涉案土地及
地上在建工程四万余平方米位于东方市大田黎族风情小镇规划区(地
块编号:东出让2019-13号)。现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19
年8月15日将上述地块使用权及地上在建工程于该日《海南日报》

A11版发布挂牌出让公告(编号东自然资告字2019第51号)，并在公
告中声称本宗地块及地上在建工程无法律经济纠纷。上述声称与事
实严重不符且与最高人民法院上述诉讼程序相冲突，竞买人如竞买
成交可能产生该地块土地使用权无法正常转让之风险或造成土地使
用证及地上在建工程无法办理权利证书或权利证书被撤销之后果。
请有意参加竞买者慎重考虑，切勿自误，以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并陷
入法律纠纷导致该项目无法正常开发建设。特此声明!

东方天涯驿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0日

公 告
根据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2015)本执字第00165-42 号〕相关要求，将被执行人王宝
旭、王喜春所有的位于保亭县保兴东路南侧庄园豪都二期
30 幢 508 号、30 幢 811 号《房屋所有权证》(保房字第
20150229号、20150230号)的不动产权登记至辽宁众鑫煤

炭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因我机构无法收回《房屋所有权证》
(保房字第20150229号、20150230号)，现予以公告，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
达我机构，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我机构将予
以登记。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8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