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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
傅人意）11月18日，中国果品流通
协会（以下简称中国果协）槟榔分会
成立大会在海口举行。会上，中国果
协槟榔分会与国内槟榔深加工企业
签订《共同推进海南槟榔产业联合体
建设 保价收购槟榔战略合作协议》，
并与万宁市北大镇北大村、海南农垦
中建农场有限公司两个联合体试验
点签订合作协议。

“这两年槟榔价格不稳定，签订

了协议，我种植的10多亩槟榔减少
了中间商收购，价格有了保障！”11
月18日，万宁市北大镇北大村村民
陈亚飞高兴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今年9月，中共海南省委办公
厅、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
《2019年下半年促进农民增收二十
二条》中提出，成立中国果协槟榔分
会，并推动开展槟榔地方标准修订
工作。

新任中国果协槟榔分会会长鲁

芳校表示，槟榔产业是海南农村经
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也是农民增收
的主要来源。目前槟榔产业发展正
处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高质量
发展阶段，从产业发展角度，亟需组
建一个全国性行业协会，在国内外
大市场中整合行业力量，助力海南
槟榔产业走出去。

海南省扶贫办相关处室负责人
指出，长期以来，由于槟榔产业种植、
深加工环节联系不够紧密，槟榔鲜果

价格极易受到终端市场行情而波动，
让种植户承受损失。通过产业联合
体建设，将种植、加工环节紧密连接，
强化社会化服务，将大幅提升海南槟
榔单产产量，稳定价格，不断提高农
民收入水平，是海南重要的扶贫保障
工程。

新任中国果协槟榔分会理事长
郭志光表示，今后分会还将带头推动
槟榔产业技术创新，支持建设全国顶
尖的槟榔专业研究机构。

中国果协槟榔分会在海口成立
建产业联合体助脱贫攻坚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播出三周年特别策划节目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
陈蔚林）11月18日晚播出的第157
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是三
周年特别策划节目，分为“脱贫致富
念党恩”“吃水不忘挖井人”及“决战
决胜我能行”三个版块进行。

热烈的黎族歌舞节目《黎家心花
开》拉开了本期夜校序幕。本期节目
以回访贫困户和脱贫户、现场推介扶
贫农特产品、集体宣誓等形式进行，
在回顾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三年来的
成果之余，也表达了扶贫干部及贫困
群众咬定目标一鼓作气，确保高质量
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决心。

值得一提的是，本期节目还特
别推出了感恩扶贫励志类歌曲《吃
水不忘挖井人》的海南话版，让贫困
群众在传唱的同时以更强的动力去
面对脱贫攻坚这场决战，早日实现
脱贫致富。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
电视台，下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
端进行收看。

海南一中院立案审理
杨思涛一案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王敏敏）11月1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获悉，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海南省农垦总局原
局长（正厅级）杨思涛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一
案，经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起公诉，海南
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当日立案审理。

200余幼儿园园长、保育员
接受任职资格培训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王培琳）由琼
台师范学院（海南省幼儿师资培训研究中心）主
办，海南睿博职业培训学校承办的2019年海南省
幼儿园园长任职资格培训暨海南省幼儿园保育员
培训班，于11月17日在海口开班。来自省内的
幼儿园园长、保育员共200多名学员参加培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是琼台师范学院根据培训
事业发展需要，通过公开招标引进海南睿博职业
培训学校作为培训合作机构，通过资源互补，加快
我省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借助多途径、多元化
开展的幼儿师资培养培训，助力全面落实幼儿保
教人员持证上岗。

本期培训共设2个班，并分别就园长和保育员
设置了有针对性的课程，是对我省进一步规范和加
强幼儿园园长、保育员持证上岗制度，落实《海南省
推进学前教育规范行动方案》，整体提升幼儿园教
师队伍综合素质和科学保教能力的积极响应。
此次培训后，该项目还将在全省范围内陆续展开。

海南爱心扶贫网订单排行榜
（第53期）

备注：以上排名根据海南爱心扶贫网数据进行统计，统计时间：2018年10月16日至2019年11月16日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地区

海垦

陵水

白沙

澄迈

定安

临高

海口

保亭

乐东

万宁

金额（元）

6197253.94
5688964.91
5330917.54
5288362.78
5099986.35
4665347.11
3989137.38
2876021.37
2403147.44
1787937.21

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榜
（第53期）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商品名称

【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态大米

【陵水】本号电商扶贫中心的茶树菇

【乐东】春源子民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哈密瓜

【乐东】海南顶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咯咯香农家鸡蛋

【白沙】白沙富涵家禽合作社的虫草鸡蛋

【海垦】海垦南金农场公司的南海茶

【保亭】什玲毛天鑫光种养产销专业合作社的茶树菇干

【白沙】白沙县牙叉镇志道村的旺巴黄牛肉

【澄迈】迈慧牛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新鲜牛肉

【保亭】保亭指山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黄金百香果

累计销售量（件）

12751

10973

7865

7848

5631

4885

4734

4557

4535

4048

坚守传统商业阵地 坚持轻奢品牌路线

海口望海国际商场逆势而上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张期望）“L层

集中国内外知名香水、化妆品柜台，一楼二楼消费
者可购买到各类轻奢品牌……”11月18日上午，
在海口望海国际商场，该商场企划部负责人用自
豪的语气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道。

面对外有电商“围追堵截”，内有新兴商场“劲
猛进攻”的发展环境，近年来望海国际商场坚守着
海口传统商业圈“阵地”，坚持轻奢品牌路线，年营
业额逆势而上、不降反升，依旧是行业佼佼者。
2017年，该商场实现营业额11.76亿元，2018年
则实现16.1亿元，2019年增长势头依旧。

海口望海国际商场所处的商业圈在本世纪初
崛起，但近年来随着新商业圈的兴起，附近多个商
场都受到极大冲击，部分商场年销售额日渐下降。

“我们能在新环境中保持旺盛的发展力，离不开坚
持轻奢品牌路线。”海口望海国际总经理岳东方说。

据了解，望海国际商场自1994年11月开业
以来，一直紧跟发展潮流，不断创新管理和服务机
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不仅被国家商务部评
为“金鼎百货店”，也成为海南首批境外旅客购物
离境退税定点商店。

为助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目前该商场再次
创新服务机制，率先推行“首问责任制”、礼仪“三
步”、一车一礼、先行赔付等服务标准，持续打造五星
级商业服务品牌，推动国际旅游消费。“未来，海口望
海国际商场将继续深耕标准化服务，以广大顾客的
需求为导向，多元化提升顾客购物体验。”岳东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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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
中心记者 庄晓珊）11 月 17
日，海南爱心扶贫网第五十三
期榜单揭晓。海南农垦、陵水、
白沙继续蝉联销量排行榜前三
名，生态大米、茶树菇、哈密瓜
等农产品订单数量保持领先。

本期榜单上，海南农垦以
6197253.94 元的总金额位列
销量排行冠军，琼海忠锐生态
大米以12751件的订单数量占
据订单排行榜榜首。

本周，海南爱心扶贫网再
次得到众多爱心单位的支持。
11月11日至14日，共有6家
爱心单位“砸单”采购，助力消
费扶贫。

海南爱心扶贫网第五十三期榜单揭晓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习
霁鸿）自10月30日以来，海口市龙昆
南路和南海大道交叉路口实行全待行
放行模式已逾半月，全新模式下，该路
口的拥堵情况是否有所缓解？11月
17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该路口实地
了解情况。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当
天 17时 25分至 18时，在一个红绿
灯周期内，南北向通过车辆约为140

辆，东西向通过车辆约为120辆，车
流量较大。其中，东西向的车辆待
行区可容纳约70辆车等待，南北向
可容纳约80辆车，机动车和非机动
车各行其道、行驶顺畅。在这半小
时内，仅发生 2起车辆滞留待行区
事件，且由于交警疏导及时，并未造
成道路拥堵。

“只要驾驶员按照交通指示牌走，
通行就会顺畅。”现场执勤交警告诉记
者，以上2起滞留事件均是因为驾驶员
抢黄灯造成。“黄灯只有3秒，路口面积
比较大，往往驾驶员刚行驶到待转区，

红灯就亮了。”海南日报记者看到，该
路口4个同行方向除设有红绿灯外还
有6块电子显示牌，以文字形式对驾驶
员进行待转、待行提醒。此外，交警部
门还专门增设了8块金属告示牌，用于
告诫驾驶员：“黄灯亮时禁止进入待转
区。”“我们还在对向行驶的信号灯上
设置了几秒的时间差，足以让在待转
区内碰到红灯的车辆顺利通行。”现场
执勤交警表示。

由于工作原因，龙昆南大转盘
是市民李先生每天必经的路口。半
个月体验下来，他认为，新模式“确

实很好”。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
龙昆南路与海德路路口，早已设置了
全待行模式，极大提高了通车效率，

“在我看来，全待行模式在海口已经
很成熟了，但关键还是驾驶员要知
晓规则，不要抢黄灯。”

家住海秀路的市民毕先生则常经
龙昆南路行驶至琼州大桥。对于该路
口实行的全待行模式，毕先生也十分
赞赏：“像这种易拥堵的大路口，就应
该充分利用路口面积，让车辆提前进
入路口等待，否则仅是通过的路口就
要花费好几秒，一次绿灯一共又有多

长时间呢？”
据了解，龙昆南大转盘是海口市

第 5 个实行全待行模式的路口。
2017年，海口国兴大道与五指山南
路交叉口试行全待行放行首日，早高
峰时段 1 小时多通行了 600 辆汽
车。在国兴大道与美苑路口试运行
全待行模式首日，高峰时段1小时多
通行了2000多辆车。

“根据统计，龙昆南大转盘高峰期
每小时可多通行3186辆车，通行能力
提升29.7%。”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工作人员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实行逾半月，海口龙昆南大转盘全待行模式高峰期通行能力提升29.7%

大转盘每小时多走3186辆车
民生视线

保亭举办爱心扶贫大集市
本报讯（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

黄立明）11月17日上午，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举办第11期爱心扶贫
大集市活动。全县共46个展销单
位、近百种扶贫产品参展，当日累计
销售额10.42万元。

据了解，爱心扶贫大集市是保
亭实施消费扶贫的一项具体行动，
由政府对接供需渠道，以消费促贫
困户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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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水质状况：全省18个市县（除三
沙市外）开展监测的30个在用城市

（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达
到或优于国家Ⅲ类标准，达标率为
100%。（备注：饮用水水源为原水，居

民饮用水为末梢水，水源水经自来水
厂净化处理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的要求后，进入居民供水系统作

为饮用水。）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19年11月5日

2019年10月，按《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GB3095-2012）及修改单和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
（HJ663-2013）评价，全省空气质量
总体优良，优良天数比例为98.0%，其

中优级天数比例为67.9%，良级天数
比例为30.1%，轻度污染天数比例为
2.0%，无中度污染和重度污染天。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以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

物、细颗粒物、臭氧、一氧化碳6项指
标进行计算）评价，2019年10月，空
气质量排名靠前的市县分别是五指山
市、乐东黎族自治县和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排名靠后的市县分别是定安

县、临高县和澄迈县。2019年10月
全省 18个市县（不含三沙市）城市
（镇）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如下：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2019年11月18日

2019年10月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2019年10月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城市

五指山市

乐东黎族自治县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三亚市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儋州市

东方市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1.517

1.847

1.863

2.089

2.095

2.109

2.155

2.187

2.195

排名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城市

昌江黎族自治县

万宁市

文昌市

琼海市

屯昌县

海口市

澄迈县

临高县

定安县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2.198

2.321

2.349

2.398

2.425

2.566

2.626

2.704

2.710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2019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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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活动中，琼海市纪委监委始终秉承

“刀锋向内”“红脸出汗”的原则，开门
问诊查问题，以上率下找差距，深究细
研定措施，为民服务解难题，为检视问
题、专项整治树起目标。

诚心纳谏听诤言
“真没想到，给委领导提意见建议

还受表扬，领导作风变了，我们顾虑消
除了，讲不足提建议的底气更足了。”
琼海市会山镇纪检干事小曾道出了基
层干部的心声。

前不久，琼海市纪委监委根据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安排，通过组织座谈会、基层调
研、网上征集等形式，收集对委领
导班子及委领导班子成员的意见
建议。第六调研组在会山镇调研
组织座谈时，该镇纪检干事提的 2

条意见受到了调研组带队领导的
肯定。

针对以往基层“金口”难开，少数
同志心存顾虑，不愿说心里话，讲问题

“概略瞄准”，提意见变相表扬的惯性
思维，纪委监委机关印发《关于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征求市纪委监委班子及成员意见的
函》，向琼海各单位，各镇（区）纪委，委
各内设机构、派驻机构征求对市纪委
监委班子及成员的意见和建议，作出

“有问必答”“有错必纠”的承诺，并做
到立行立改。

开口必有回音，言之必有回应，使
基层和党员干部打消了顾虑，张开了

“金口”，检视问题的“源头活水”不断
涌来，问题越来越实，靶子越来越准，
共收集意见184条，其中对领导班子
的意见42条，对领导班子成员的意见
142条。

以上率下动真格
“作风建设还不够彻底，最近连续

2次党日活动都请假没能参加；关心
干部的成长进步还不够……”该委机
关党支部对分管的委领导提出的8条
意见建议，条条直点问题，辣味十足。

近日，琼海市纪委监委8名委领
导班子成员专门到所在党支部征求意
见建议时，要求提意见直奔主题，讲问
题见人见事，不能泛泛而谈，更不能遮
遮掩掩。

以上率下才能上行下效，在领导
班子成员的带动下，大家针对学习、工
作和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按照自己找、
群众提、集体议、上级点的方式，深入
查找不足，做到查问题“刀刀见血”，析
原因由表及里，深刻检视反思。

“联系岗位检视，对接任务反思，
找共性问题深挖一层，查个性问题不

留情面，见人见事才能‘红脸出汗’，有
理有据才能‘对症下药’……”琼海市
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民服务解难题
为民服务解难题是“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提出的具体要求，纪
检监察干部要做好表率，准确掌握群
众的所急所需、所想所盼，用实际行
动，及时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

针对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监
督5个牵头整治单位立足自身职能，通
过成立指导组、全面开展大排查、严格
监管等15项措施抓实抓细整治工作；
针对民生领域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监督
8个牵头整治单位结合自身工作实际，
通过制定整改方案、协调各部门开展监
督检查等40项措施，积极推进专项整
治落实；督促琼海市卫健委多措并举，

结合全市12个镇190个村委会地理位
置情况，对全市所有村卫生室进行重
新调整和设置，建设100家标准化村
卫生室，聘用155名村医……第二批
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以来，琼海市纪委
监委将整改落实贯穿全过程，聚焦群众
痛点难点问题，监督各相关单位扎实开
展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工作。

在专项整治工作中，琼海市纪委
监委督促各责任单位围绕整治重点内
容，对近年来群众举报、督查督办、巡
视巡察、专项检查等反映或反馈的问
题进行全面梳理，列出问题清单，逐条
逐项排查整改。目前，各牵头整治单
位共制定135项整改措施，通过深入
自查自纠、重点抽查、信访监督，发现
问题23个。10月份，全市纪检监察
机关共处置扶贫领域问题线索4件，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5人。

（撰稿/易修呈 班晓龙 丁丁）

琼海开展
“廉政文化宣传月”活动

11月12日上午，琼海市“廉政文化宣传月”活
动在嘉积镇启动，600余名基层党员干部参加活动。

为进一步丰富基层党员干部廉政教育，琼海
市纪委监委精心组织开展“廉政文化宣传月”系列
活动，确保广大党员干部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廉洁
意识，深化廉洁教育，做到学廉、知廉、倡廉、践廉，
共同营造良好的党风、政风、社风，把全面从严治
党责任落到实处、引向深入。

据悉，这是近年来琼海市首次开展“廉政文化
宣传月”活动，活动将持续一个月。琼海市纪委监
委将投入近10万元，在宣传月内开展“观看警示教
育展、观看警示教育片、纪法小宣讲、开展廉政专题
教育、发放廉政文化用品”等多项廉政教育活动。

近年来，琼海市纪委监委坚持把加强廉政文
化建设作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有
力抓手,不断丰富廉政文化宣传内容,探索创新廉
政文化宣传载体,把廉政元素嵌入党员干部日常
工作生活中,大力弘扬廉政文化，增强党员干部廉
洁从政,自觉遵规守纪的意识，营造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 （易修呈 丁丁）

琼海市纪委监委：

检视问题对准靶 为民服务解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