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9日上午，在首都师
范大学附属海南白沙中学，悠扬
的广播音乐回荡在校园的每个
角落，学校图书馆里的黎锦培
训基地又迎来一批新面孔。

据悉，自2012年起，白沙
非遗传习馆、陈列馆先后建成
投用。此后又陆续在白沙多
所中小学校建成20个黎锦培
训基地以及3所黎锦传习所。
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也于
2012年正式启动，目前已累计
培训学生达4000余人，白沙
黎锦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注
入新的血液和能量。

文/本报记者 曾毓慧
图/通讯员 熊文汇

非遗文化进校园

琼中地区（1家）琼中县人民医院

儋州地区（2家）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东院区）、儋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区）

临高地区（1家）临高县人民医院

东方地区（1家）东方市东方医院

乐东地区（1家）乐东第二人民医院

文昌地区（2家）文昌市中医院、文昌市中医院清澜分院

澄迈地区（1家）澄迈县人民医院

海口地区（15家）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海南医学院第

二附属医院东湖院区、海南省中医院、海南省儿童医院（长滨路院区）、海
南省妇幼保健院（龙昆南院区）、海南省安宁医院、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
海南省干部疗养院、海口市人民医院、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海口市第四
人民医院、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国兴院区）、海口市妇幼保健院（解放东分
院）、海南省眼科医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

三亚地区（2家）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三亚市中医院

琼海地区（2家）琼海市人民医院、琼海市妇幼保健医院

五指山地区（3家）
海南省平山医院、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五指山市中医医院

本报海口10月29日讯（记者马
珂）海南日报记者29日从省卫健委获
悉，我省推出的“智慧医院”APP便民
惠民平台已正式上线，全省11个市县
共31家医院的挂号预约等服务实现
了线上操作。

据了解，“智慧医院”是由海南
省卫健委开发的“互联网+智慧医
疗”便民惠民平台，在海南智慧医院
和云闪付APP上，只需 1分钟便可
完成挂号找医生，同时还能了解到
各医院专科情况、医生号源信息，实
现预约挂号、诊间缴费等服务。此
外，患者还能在APP上随时查询自
己的个人就诊信息和检验报告，免
去线下排队烦恼。

目前“智慧医院”已经覆盖我省各
类综合性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医
院、干部疗养院等。

我省“智慧医院”APP平台正式上线，覆盖全省31家医院

挂号预约看医生 1分钟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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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大讲坛讲座预告
2019年第35讲
（总第406讲）

时间：11月3日（星期日）上午9：30-12：00
主讲人：郑向敏（华侨大学旅游学院创院

院长、国家级旅游实验中心主任、旅游安全研
究院院长，中国旅游研究院旅游安全研究基
地主任、首席专家，二级教授、博导）

讲座主题：全域旅游背景下乡村旅游、康
养旅游与产业联动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一楼
报告厅

电话：0898-65202275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 无需取票
欢迎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组织人员听讲！

海口海关前三季度
刑事立案53宗案值5.47亿元

本报海口10月29日讯（记者梁振君 特约
记者张振豪 通讯员刘国芳）海口海关10月29
日披露，今年以来，通过组织开展“国门利剑
2019”联合专项行动，针对洋垃圾、濒危物种、
农产品、资源性产品、涉税商品、涉枪涉毒等走
私活动开展深入打击，海口海关有力维护了国
门安全。

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海口海关共立案查办
各类案件253宗，其中刑事立案53宗，案值5.47
亿元；行政立案200宗，案值3848万元。侦办海
关总署一级挂牌督办案件7宗、二级挂牌督办案
件1宗，公安部目标案件1宗。

今年以来，海口海关持续对洋垃圾、象牙等濒
危物种及其制品走私展开高压严打，成功完成
1597吨废橡胶退运出境工作；对1330.6吨走私固
体废物镍矿砂进行无害化处置；查获3宗走私加
利福尼亚湾石首鱼鱼鳔案，查扣鱼鳔565片，案值
合计5300余万元；先后在行邮现场查获疑似象牙
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16宗。

同时，海关坚决落实中央领导关于打击成品
油走私的重要指示精神，自2018年11月开始对
岛内成品油走私开展两轮滚动打击，形成对成品
油走私“购、运、储、销”全链条打击态势，成功打掉
走私成品油团伙25个，对140余人采取强制措
施，查证涉嫌走私成品油15.36万吨，案值10.87
亿元；同时立案侦办毒品案件9宗，抓获犯罪嫌疑
人12人。在海南省开展的“春雷行动”中，海口海
关任务完成率达到400%，并提前数月完成“夏秋
攻势”行动任务，任务完成率达200%；此外还在
邮检渠道查获非法邮寄管制类精神类药品案件
20宗。

海口海关缉私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关将一
以贯之抓好打击走私工作，忠诚履行国门卫士职
责使命，探索推进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背景下高
效精准打私体系建设，为维护国门安全、护航中国
特色自贸港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海口 10 月 29 日讯 （记
者邓海宁 通讯员马润娇）10月29
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
海口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王绍鼎等
21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犯罪一案。检察机关指
控该团伙涉嫌犯组织、领导、参加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毁坏财
物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
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妨碍公
务罪、开设赌场罪等8项罪名、25
件犯罪事实。

检察机关指控，20世纪 90年
代，王绍鼎混迹于社会，纠集刑满
释放人员、拉拢社会无业人员，通
过约架、耍横树立恶名。2010年，
王绍鼎纠集黄某岩以威胁等手段
帮助某房地产公司强行清除他人
种植的农作物，随后揽下该房地
产公司的土方和建筑原材料供应
工程，获利约200万元。以该事件
为标志，以王绍鼎为首的黑社会
性质组织正式形成。

2010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
王绍鼎通过拉票、贿选等手段两
次当选琼海市嘉积镇里邦村委会
主任，控制基层组织。王绍鼎带
领王某强、王某，以亲属、同学等
关系为纽带，拉拢里邦村闲散人
员充当打手和帮凶，打着村委会
主任“旗号”，以暴力、恐吓等手段
大肆强揽嘉积镇里邦村、泮水村
地区的工程项目，逐步形成了王

绍鼎在幕后指挥，王某强等马仔
冲锋打砸在前，王绍鼎趁势介入
工程、项目，王某娜、李某婷管理
财物，从中获利的组织模式。此
外，王绍鼎还利用非法获利豢养
组织成员、维护组织稳定，不断扩
大该组织在琼海里邦、泮水地区
的非法势力和影响。

该组织层级分明、骨干成员
稳定、人数多达 21 人（其中组织
成员 19名，非组织成员 2名），形
成了以王绍鼎为组织、领导者，王
某强、王某为骨干成员的黑社会
性质组织。为了笼络和控制组织
成员，王绍鼎、王某强、王某等骨
干成员经常组织聚餐、分发钱物，
并安排组织成员及其家属工作，
为组织成员免费提供经营场所和
经营资金，为被羁押的组织成员
发放生活费。

自 2010 年 2 月形成组织以
来，该组织多次实施聚众斗殴等
违法犯罪活动，通过拉票、贿选长
期把持基层政权，对里邦、泮水地
区建筑行业的原材料供应市场形
成非法控制，从中攫取巨额经济
利益9386287.2元，并用于组织运
转、豢养组织成员。该组织长期
称霸一方，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
济、生活秩序，人民群众安全感大
幅降低。

由于涉案人数较多，案情复杂
重大，庭审预计将持续3天。

本报海口 10 月 29 日讯 （记
者李磊）海南日报记者 10月 29日
从海南省人民检察院获悉，文昌
市公安局铺前派出所原所长吴畅

涉嫌徇私枉法罪、纵容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一案，由文昌市监察委
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近日，文昌市人民检察

院依法以涉嫌徇私枉法罪、纵容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对吴畅作出逮
捕决定。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扫黑除恶进行时

海口再次开展
大规模集中拆违
一天拆违建178宗

本报海口10月29日讯（记者计思佳 实习
生郑俊云）10月29日，海口再出“重拳”打击违法
建筑。当天全市共拆除违法建筑178宗，建筑面
积2.77万平方米。这是今年海口第二次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大规模集中拆违行动。

当天上午9时30分，海口全市集中打违行
动拉开序幕。位于该市美兰区演丰镇塔市村委
会茅上村的一栋3层违建房屋被予以拆除。在
琼山区玉龙泉桃源大观项目范围内，总面积约
2400平方米的7栋小洋楼也接连被拆除，成为
一片废墟。

据统计，当天海口市秀英区共拆除违法建筑
76宗，龙华区拆除违法建筑48宗，琼山区拆除违
法建筑29宗，美兰区拆除违法建筑19宗，桂林洋
经济开发区拆除违法建筑6宗。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以来，海口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两违”整治
工作会议，安排部署相关工作。通过几次大的
集中拆除，海口已初步形成震慑效果和舆论氛
围。下一步，海口还将加大对农房报建的督办
和宣传力度，积极引导村民报建，避免村民因不
知法而盲目违法，造成不必要的财产损失。同
时也对违法建设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在依
法履行必要程序的基础上，每周开展一次集中
拆违行动，以对“两违”形成有效震慑，确保“两
违”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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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盛世迎观摩 工程质量获认可
陵水年度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现场观摩会在海棠盛世召开

为了进一步推进陵水黎族自治县
建筑施工质量安全标准化工作，加强
建筑施工应急救援管理，10月29日，
陵水县2019年度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标准化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演练观摩
会在该县海棠盛世项目召开。

据了解，海棠盛世项目于2018年
下半年陆续开工建设。在陵水县住建
局、陵水县质安站的要求和指导下，碧
桂园严把安全生产质量关，在该项目
推行标准化工地，强化质量意识，规范
安全生产行为，不断加强安全生产规
范化建设。

项目建设现场，海棠盛世项目实行
封闭式管理，设立了专职保安人员实行
24小时轮流值班，并安装了人脸识别实

名制通道。“不仅杜绝了外来人员随意
进出施工现场，而且从源头上消除了
不稳定因素。这大大增强了企业人员
的安全生产意识，同时也树立了企业
社会形象，实现了施工现场值班人员
标准化管理。”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说。

与会人员集体观看了项目消防安
全应急演练，观摩了工序样板层和位
于施工现场入口处的安全体验区、工
艺展示区。笔者在海棠盛世项目现场
注意到，现场布局井然有序，办公区、
钢筋存放区、物料堆放区、生活休息

区、施工作业区等功能区分工明确，既
满足了施工质量安全生产的要求，也
达到了文明工地标准化管理的基本要
求，获得与会人员一致好评。

碧桂园海南区域工程管理部负责
人陈东在介绍项目质量安全管控经验
时说，为达成质量安全目标，海棠盛世
项目采用全新建造体系施工，优化施
工工艺，减少施工工序，实现了优质、
高效、环保、安全的目标。新的建造体
系主要包括铝合金模板、全现浇外墙、
预制墙板、高压水枪拉毛、PVC墙纸

等核心工艺。得益于全过程管控，项
目还实现了主体结构高精度，通过取
消内外墙抹灰施工工序，缩短了施工
周期，提高了结构的整体安全性、抗渗
性，从而全面提升工程品质。

据介绍，今年以来，得益于陵水县
住建局切实履行监管职责，截至目前该
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总体形势稳定，未
出现质量安全事故。但因为建设任务
依然较重，该县面临的质量安全形势依
然严峻。陵水县住建局此次举办现场
观摩会的目的，是希望辖区各建设、监

理和施工单位以此次观摩学习为契
机，把学到的、看到的质量安全标准化
管理和应急救援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应
用在实践中、落实到工地上，不断强化
建筑施工现场质量安全工作，推动陵
水建设事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此次观摩会由陵水县住建局主办，
陵水县质安站等承办。省质安局、陵水
县住建局、陵水县质安站等相关部门
领导及陵水县各建设、施工单位项目
负责人等200余人参加此次观摩会。

本版策划/撰文 丁丁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演练观摩会现场。

拉票贿选把持基层政权 豢养组织成员称霸一方

王绍鼎等21人涉黑案开庭

庭审现场。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供图

今年第22号台风即将生成
将有强降雨
◀上接A01版
做好水库蓄水保水工作。四是加强山
洪、低洼地、地质灾害风险防控。五是
加强隐患排除和人员安全管理，对在
建工地、高空构筑物、农村危旧房屋、
临时建筑、简易工棚、铁皮屋等进行拉
网式排查，落实安全防范。六是加强
城市排涝工作，抓紧疏通城市排水设
施，补充、维修、替换缺失和受损设备，
对于城市易涝区域和风险隐患点，要
专人值守，竖立警示牌，提前落实机动
应急排涝设备和抢险队伍。七是加强
应急力量和物资预置准备工作。

副省长刘平治出席会议并讲话。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0月28日12时-10月29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9

19

13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9

34

16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涉嫌徇私枉法罪、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文昌铺前派出所原所长吴畅被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