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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公开审理企业职务犯罪典型案件

邀企业负责人旁听
筑牢防腐败“堤坝”

本报石碌9月6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
李其本）9月5日上午，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海南华电南亚能源有限公司原总经理
付国安涉嫌职务犯罪案。与其他庭审不同，当天
的法庭内坐满了来自国有企业、县委机关和纪检
监察系统的干部，一场庭审成了一堂鲜活、生动的
警示教育课。

据了解，经昌江县纪委监委审查调查发现，付
国安涉嫌利用职务之便，通过虚开发票、虚列会务
费、虚增合同款、虚增项目租地款等多种手段套取
资金用于挥霍，同时还借职务之便在项目建设、房
地产开发等方面为他人谋利、向他人索取贿赂，涉
案金额特别巨大。

不少参与旁听的企业负责人和机关干部表
示，公开审理职务犯罪典型案件，让他们深刻感受
到了职务犯罪的危害，同时也对于自己作为被监
察对象，如何在工作中正确从事公务和履行职责
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据悉，自监察体制改革以来，昌江县纪委监委
在“拒腐防变”上持续发力，通过创新方式方法，打
造了多个廉政宣传教育阵地。同时借助社交媒体
宣传载体拓展宣传教育互动和警示教育，通过一
个个典型案例，强化对“关键少数”不敢腐的震慑，
也传播了廉政文化，营造出清廉从政新风气。

我省开展“昆仑行动”
打击食药环犯罪
省公安厅公布举报电话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王
坤）为严厉打击食品、药品、环境、侵权假冒等民生
领域的突出犯罪，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海南省公
安厅自7月下旬开始到年底，组织全省公安机关
集中开展打击食药环犯罪“昆仑”行动。为进一步
推进“昆仑”行动深入开展，鼓励广大群众积极举
报违法犯罪线索，特向社会公布监督举报电话。

其中，海南省公安厅的监督举报电话是：
（一）涉假冒伪劣产品案件线索
1.举报电话：12345（政务服务平台），0898-

110（24小时）；
0898-68836442（工作时间）；
2.电子邮箱：hnzajczd@163.com；
3.信件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涯路9

号海南省公安厅治安警察总队，邮编：570311。
（二）涉环境资源案件线索
1.举报电话：0898-110（24小时）；
0898-68836724（工作时间）；
2.电子邮箱：hnlhjczd@163.com；
3.信件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涯路9

号海南省公安厅旅游警察总队，邮编：570311。
（三）涉森林及陆生野生动物资源案件线索
1.举报电话：0898-65343803（24小时）；
2.电子邮箱：senlin9876@163.com；
3.信件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80号海南

省森林公安局，邮编：570203。

海南省湖北商会慰问贫困户
本报那大9月6日电（见习记者李豪杰）9月

6日，海南省湖北商会组织会员企业到儋州市雅
星镇乐满村，慰问贫困户，考察产业扶贫项目，积
极参与海南精准扶贫活动。

据悉，雅星镇乐满村因干旱缺水，全村有25
户贫困户、95名贫困村民。湖北商会秘书长胡卫
东等人给乐满村打亮村民小组符瑞忠等31名贫
困村民，送去了大米、油、月饼等中秋节慰问品及
慰问金，表示愿意帮助贫困户早日脱贫。给乐满
村委会捐赠了打字复印一体机、柜式空调机和挂
式空调机，改善办公条件。当天，湖北商会会员企
业负责人还现场查看土地、农作物等情况，拟投资
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带动贫困户早日脱贫。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实习生 林琳

他是学生眼中风趣幽默、“金句”
频出的“彪哥”，把数学课上得妙趣横
生、引人入胜；他是成绩斐然的“金牌
教练”、数学名师，辅导的学生有60余
人次获全国数学高中联赛一等奖，带
过的班级最多时有22名学生考入清
华、北大。

他就是海南中学高中部数学教
师、“苏步青数学教育奖”获得者唐盛
彪。从教32年来，他一门心思扑在工
作上，苦心钻研教学艺术，强调发散思
维，曾启发学生们找出1道题的7种不
同解法。“但生活中的3道题目，我却总
是答不好。”9月5日，在海南中学接受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唐盛彪说道。
1987年，年仅17岁的唐盛彪进

入儋州市南丰中学任教。2001年 8
月，因教学成绩突出，唐盛彪被调入海
南中学，负责辅导学生参加数学奥林
匹克竞赛。

“没有现成教材，缺少赛事经验，
在刚开始就困难重重。”唐盛彪回忆
道，为解决这些难题，他利用一切机会
向省内外兄弟校、专家学习讨教，自编
教材、摸索方法，并在海南中学老教师
的“传帮带”之下，快速提升自己的教
学水平，最终率领学生们取得了响当
当的好成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来
到唐盛彪的课堂，不熟悉的人会感到错
愕：这到底是语文课，还是数学课？原
来，这是唐盛彪在讲解直线和圆的位置

关系。在他的课堂上，古诗词往往能和
数学术语找到完美契合点，再配上他抑
扬顿挫的语调，以及幽默的唐氏“金
句”，一堂令学生们感到兴致勃勃甚至

“欲罢不能”的数学课就“炼”成了。
这背后，是唐盛彪多年的辛勤工作

和忘我付出。2002年6月，由于连续熬
夜，唐盛彪的眼睛出现突发性失明。“医
生特别嘱咐我，在恢复期不能看书。”但
为不耽误学生的学业，唐盛彪仍然一边
打吊针，一边批改试卷，工作劲头不
减。“是工作，还是休息？”也成了唐盛彪
多年来一直故意“答错”的健康题。

“是独善其身，还是辐射周边？”面
对另一道题，唐盛彪亦选择了更辛苦、
更困难的第二个选项。近年来，他充
分发挥海南中学名师工作室的辐射作
用，多次赴儋州、定安、三亚、乐东等地

参加送教下乡、同课异构等活动，同时
悉心指导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定安
中学等学校的年轻教师，帮助提升业
务水平，但他依然感到“时间还不够
多，做得还不够好。”

“唐老师的辅导不是‘蜻蜓点水’，而
是在了解我们的实际后，重点对学校高
三年级复习阶段的教育教学提出针对性
意见。”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教师张四化
说，通过唐盛彪，海南中学很多先进的教
育理念和方法被引入海南省农垦实验中
学，“唐老师常说，一定要立足学生基础，
关心学生需求，增加他们学习数学的兴
趣。这点让我们受益匪浅。”

唐盛彪对学生的关心还不止于
此，他每天陪学生晨练、读书、吃饭，直
到学生熄灯入睡，才结束一天的工
作。遇到家境拮据的孩子，唐盛彪总

会第一时间伸以援手，照料其生活、学
习；学生生病，他总是陪在身边，有时
一整夜都不合眼。

以学校为家、把学生当家人，让唐
盛彪收获了鲜花和掌声，但也让他在
面对“亲情”这道题时，感到亏欠和愧
疚。为了工作，唐盛彪常年住在学校，
创立了“707工作模式”，即早上7点
到校，晚上工作到0点，一周7天不休
息，偶尔抽出时间给女儿打电话，电话
那头也常常传来女儿抱怨的声音。

“现在孩子大了，也逐渐理解了
我。”唐盛彪说，家里人都知道，他热爱
教师岗位，把学生培养成才，是自己最
大的幸福，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自己
也将继续奉献，燃烧自己，用奋斗书写
出新的华章。

（本报海口9月6日讯）

执教30余载，海南中学唐盛彪匠心育才、解题无数，但有的题他总回答不好——

数学名师用奉献作答三道“难题”

红榜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和环境卫生集中整治

黑榜

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风采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杨耀科

远处海风习习，近处淡淡花香，
难得放晴的天气，9月5日上午的昌
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沙渔塘社区，一
派海滨风情画般的宜人景色。作为
昌江人居环境整治的样板村落，沙渔
塘社区优越的生态环境和居住环境，
不仅让本地居民住得舒心，也吸引了
不少游人的青睐。

“咱们这不仅地面之上建设得规

规矩矩、漂漂亮亮，地面之下也有不
小的门道。”沙渔塘社区党支部书记
陈风良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自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以来，“厕所革命”就
是其中的重头戏，不仅改建了曾经四
面墙围起来就用的“露天厕所”，全村
的污水处理管网也一并建立了起来。

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村民
住上新房，也用上了崭新的厕所。随
便走进一户民居，干净整洁的抽水马
桶，专门垫高的厕所地板，颇有大城市
的风格。所有的污水粪便，全部流进
每家每户“标配”的小型三级化粪池，
不仅解决了老式厕所带来的污染环境
问题，也一并解决了后续的有关问题。

“发现了么，一点味道都没有。”
正在沙渔塘度假的广州市民马海秋，

说起“厕所革命”给沙渔塘带来的变
化，满口赞叹。“四五年前开始，每年
都来住一段时间，住惯了城市，来到
农村生活，最不方便的就是‘方便’。”
马海秋笑道，苍蝇纷飞、气味刺鼻，虽
然海滨环境宜人，每到需要“方便”
时，还是要皱皱眉头。

而今，不仅马海秋担心的问题
得到了解决，在沙渔塘社区里的大
理石地面下，联通全村的管网在地
面上完全看不到污水的踪迹。“分开
处理、集中排放，排出来的可都是清
水了。”陈风良说，环境越来越好，游
人越来越多，而舒适的居住体验，也
为沙渔塘赢得了不少回头客。

为了方便游客，沙渔塘社区还专
门建起了旅游公厕，把“厕所革命”从

人居环境整治推向了旅游发展领域，
不仅要让居民方便，也让游客有了

“方便”之处。“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

推进污水管网建设，让来沙渔塘度假
的游客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陈风
良说。 （本报石碌9月6日电）

昌江海尾镇沙渔塘社区把“厕所革命”从人居环境整治推向旅游发展领域

方便自己也方便游人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9月5日下午，一场暴雨落下，让
昌江黎族自治县叉河镇老宏村的村
民们都“躲”进了屋里，也切断了不少
村民出门“方便”的路。

海南日报记者在老宏村里看到，
除了危房改造后建起的新房，不少村
民房屋的厕所仍独立于主屋之外，不
仅“方便”之事不太方便，厕所建设也
大多比较简陋，有的甚至还直接建到

了农田旁。
说起村里厕所的建设，老宏村党

支部书记刘永平有些无奈。“都知道在
推动‘厕所革命’，但做起来难度着实
很大。”刘永平说，此前推进危房改造，
改变了不少村民的习惯，直接将厕所
建到了室内，方便了自己，也便于污水
处理。但剩下的老式独立厕所，不仅
改建起来村民不太愿意配合，连污水
处理管网的建设也推进较慢。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有些建在农
田边的厕所，不但没有配备小型化粪
池，排污口也与农田旁的沟渠连通。刘
永平还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目前老宏村
建设了部分三级化粪池，但还未能实现
百分百覆盖。而由于村民不同意将处
理后的清水直接排入农田，也导致了相

关建设工程的停滞不前。
面对存在的问题，刘永平希望相

关部门能够给予帮助，帮助老宏村解

决厕所、污水处理设施以及管网建设
的问题，共同推进“厕所革命”。

（本报石碌9月6日电）

昌江叉河镇老宏村：

老式厕所改建工程停滞不前

耕耘海之南

■ 本报记者 刘操

海口国家高新区药谷聚集了众多
医药企业，它们从海内外引进高端人
才，大力投入研发，积极开拓市场，为
我省医药产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正是其
中的一家。10多年来，在董事长刘文
民的带领下，该公司坚守制药主业，深
耕产品质量，生产临床急需的抗肿瘤、
心脑血管等多发病药物，树立了海南
省医药行业的良好形象，让“海南宝岛
出好药”的品牌得到高度认同。

近日，刘文民荣获第五届全国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者称号。“让病人吃到的都是良心
药、管用药，是我一生的追求。”刘文民表
示，自己要珍惜荣誉，让企业以这次获奖
为新的起点，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对健
康事业更加执着，对药品质量更加专注，
淬炼出重于生命的质量品牌。

科技创新
成海南医药龙头企业

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也就是这一年，刘文民作为齐鲁制药
的代表，带着开发海南市场的重任来
到海南岛。2005年，因为看好海南医
药行业的市场前景，齐鲁制药决定在
海口建药厂。

刘文民记得，建厂之初，条件十分
艰苦。“我们在厂区工地建起三间工棚
来办公，因为是用竹子和石棉瓦搭建
的，常常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而
且，海南天气炎热，蚊虫比较多。”在这
样的条件下，刘文民和他的团队仅用了
10个月时间，就建造起2.5万平方米厂
房、3条现代化生产线及实验室。

2008年，拿到多个药品生产批件的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迅速走上正
轨。在刘文民的带领下，实现了飞跃式

发展，一步步成长为海南医药龙头企业。
“我们确定‘科技创新’和‘国际

化’为企业的核心发展理念。”刘文民
锁定抗肿瘤、心脑血管、糖尿病药物为
研发方向，公司各项经营指标均向研
发倾斜，在他的带领下，公司立项了
50多个创新性强、疗效好、具有重大
产业化前景的药物。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该公司20多
个产品陆续获得国内上市批准，其中
新药欧赛填补国内空白；获得20项发
明专利，参与国家新药重大创制6项、
省重大科技项目2项，获评海南省科
技转化一等奖。2017年上市的靶向
药物吉非替尼片，2018年单产品创造
产值10亿元，迫使原研药价格从原来
5000元/盒，降价到547元/盒，提高
了患者用药可及性。

精益求精
“海南制造”远销海外

刘文民介绍，齐鲁制药（海南）有
限公司建设了与国际接轨的生产质量
管理体系。在产品质量保障方面，尽

心尽力把每一粒药的质量做到极致。
“为减少灯检误差，我们进口了全自动
灯检机，用高精细面阵相机检查，对可
见异物检测准确。”

此外，为做到精准控制药物杂质，
该公司还先后投入3000余万元购买
世界先进的气相质谱联用仪、液相质
谱联用仪等高端分析设备。

化学药品认证检查体系中，检查层
级最高的是非终端灭菌注射液。为了
通过国际认证，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
司投入数千万元升级厂房设施、设备
等，满足无菌生产的需要。凭借精益求
精的品质追求，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
司也成为海南省首家通过美国、欧盟

“双认证”的医药企业，也是海南省首家
向美国出口注射剂的医药企业。目前
该公司拥有的45个国际上市许可，截
至2018年，实现近千万支注射剂销往
美国、英国、德国等高端市场。

热心公益
真诚回报社会

多年来，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

司在实现高速发展的同时，始终不忘
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热心于各项公
益事业，在抗震救灾、捐资助学、精准
扶贫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每年，公
司都会举行医疗无偿捐赠活动，2018
年，公司对肺癌特困病人开展赠药活
动，免费赠药价值1.95亿余元。

多年来，刘文民长期担任人大
代表或政协委员，就海南政治、经
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积极建
言献策，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关
注并推动海南省医药产业的发展，
及时提出合理化建议及可行性举
措。他在担任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
期间，共提交 30多项人大建议、21
项政协提案，有多项建议、提案被列
为重点提案。

“是海南赋予了我成长的沃土，我
热爱海南，我愿为海南医药行业发展
奋斗终生。”刘文民表示，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让自己的企业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
自己一定要找准定位，抓住机遇，实现
大发展。

（本报海口9月6日讯）

第五届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刘文民：

用匠心制良心药管用药

昌江海尾镇沙渔塘社区干净整洁的旅游公厕。 本报记者 刘笑非 摄

昌江叉河镇老宏村一户居民的厕所建在农田旁，污水直接排进沟渠。
本报记者 刘笑非 摄

万宁年内将建8000座
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

本报万城9月6日电（记者袁
宇 特约记者卓琳植）9月6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万宁市政府获悉，该市将
在年内完成8000座农村无害化卫生
厕所建设，这批无害化卫生厕所定于
2020年2月前完成验收投用。

据介绍，万宁市农村无害化卫生
厕所建设将分阶段完成：2019年10
月底，各镇完成目标任务量达50%；
2019年11月底，各镇完成目标任务
量达80%；2019年12月底，各镇完
成目标任务量达100%。2020年2
月前，全面完成验收并投入使用。

万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结合实际情况与省定标准来制定本
地的改厕补贴标准，同时进一步做好
数据量化与改厕行动细化，成立专
班，并制定台账将任务分配明确到
镇、村、户，推动改厕工作落实落细。

码上读
扫码看海口一

男子遇交警夜查强
行冲卡致多人受伤
相关视频。

海口一男子遇交警夜查
强行冲卡致多人受伤
初步调查涉嫌酒驾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邓海宁）9月6日
晚，根据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统一部署，海口交警联
合澄迈等多地交警在海口市区开展集中整治行
动，一男子驾驶一辆白色越野车为躲避检查强行
冲卡，致使多人受伤和多辆电动车受损。目前涉
事驾驶员已被警方控制。

据海口警方通报，当天21时55分许，执勤民
警在丘海大道与南海大道交叉口东往西方向对一
辆白色越野车进行检查时，涉嫌酒驾的驾驶人不
配合检查强行冲撞，致5名群众受伤（经送医院检
查，3名皮外伤已无大碍，2名骨折需进一步检查
治疗）。嫌疑人被当场控制。

经初步调查，嫌疑人叶某（男，42岁，海口市
长流镇人，农民）涉嫌醉酒驾驶（呼气检测为
260mg/100ml），排除毒驾。目前案件正在进一
步依法调查处理中。

据悉，当晚海南省交警总队从全省范围抽调
1000名警力，采取异地用警交叉执法的方式，在
海口、三亚两地开展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整治酒
驾、毒驾、无证驾驶、电动车乱象等违法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