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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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日至2019年12月8日

排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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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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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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0379.14
5698807.91
5369591.94
5345444.78
5106733.35
4687732.91
4022984.58
2897545.37
2416648.94
1841812.33

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榜
（第56期）

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
况予以公示。

鞠 磊，男，1963年10月出生，山东
荣成人，汉族，大学学历，工学学士学位，
给水排水高级工程师，1986年8月参加
工作，199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
任海南省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委会副主任、工委副书记（正处级），
海口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厅党
组成员，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工委书记、管委会副主任、管委会主任，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委书记
（副厅级），海口市政府副市长。现任海
口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海口国家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委书记，拟提名为
海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

周廉芬，女，1969年3月出生，浙江
宁波人，汉族，大学学历，文学学士学位，
1991年7月参加工作，1991年5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委组织部干部
二处处长、干部三处处长、部务委员，儋
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儋
州市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儋州市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现任三亚市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拟提名为三亚市政协
主席候选人。

邓 忠，男，1968年9月出生，广东
梅州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高级管
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1年7月
参加工作，199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海南省政府总值班室正处级干
部，三亚市委副秘书长（正处级），三亚市
发展和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三亚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三亚市
海棠湾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三亚市
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三亚市委常委、
秘书长，三沙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
现任三沙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政法
委书记，拟提名为三沙市人民政府市长
候选人。

曹远新，男，1966年1月出生，河南

西峡人，汉族，大学学历，高级管理人员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86年7月参加工
作，199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
海南省委组织部正处级干部，省农垦总
局发展计划处（统计局）处长（局长）、局
长助理，省农垦集团公司董事、党委副书
记兼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省文化广电出
版体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现任海南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拟任海南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
省社会主义学院）党委委员，省行政学院
常务副院长，省委党校（省社会主义学
院）副校（院）长。

张治礼，男，1970年5月出生，安徽
临泉人，汉族，研究生学历，在职农学博
士学位，研究员，1990年7月参加工作，
199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海南
省农业科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商务部
市场体系建设司副司长（挂职）。现任海
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省政
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兼职副主任，农业
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巡视员、副司长（挂
职），拟任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
（试用期一年）。

陈铁军，男，1969年12月出生，重庆
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在职经济学
博士学位，1992年8月参加工作，1992
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云南省政
府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副
主任（正处级），云南省旅游局市场开发
处处长，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党组成
员、副主任，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党
组成员、副厅长，三亚市政府副市长。现
任三亚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拟任海
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提名为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人选。

曲 旭，男，1963年11月出生，山东
文登人，汉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
1980年12月参加工作，1991年3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江苏省徐州市贾汪

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副处
级），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综合指导
处副处长、综合指导处处长、侦查一处处
长，省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副主任、
第九纪检监察室副主任（正处级）。现任
海南省纪委监委第九审查调查室副主任
（正处级），拟任海南省纪委监委副厅级
领导干部（试用期一年）。

张思峰，男，1973年2月出生，河南
辉县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在职法
律硕士学位，1994 年 9 月参加工作，
199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
南省纪委、省监察厅党风廉政建设室副
主任、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调研法规
室主任、第五纪检监察室副主任，省纪委
监委第十二纪检监察室副主任（正处
级）。现任海南省纪委监委第十二审查
调查室副主任（正处级），拟任海南省纪
委监委副厅级领导干部（试用期一年）。

吴坤宁，男，1970年7月出生，海南
文昌人，汉族，在职大学学历，在职工程
硕士学位，1990年12月参加工作，1992
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乐
东黎族自治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五指
山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省纪委办公厅秘
书处处长、副主任，省纪委、省监察厅组
织部部长。现任海南省纪委监委组织部
部长，拟任海南省纪委监委副厅级领导
干部（试用期一年）。

韩琳光，男，1965年3月出生，海南
临高人，汉族，在职大学学历，1983年10
月参加工作，198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武警海南省边防总队临高边防
支队副支队长（副团职）、万宁边防支队
政治委员（正团职），省委组织部办公室
调研员、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正处级）、
机关纪委书记。现任海南省委组织部机

关人事处处长，拟任海南省委巡视组副
组长（副厅级巡视专员，试用期一年）。

王 群，男，1964年8月出生，海南
海口人，汉族，中央党校大学学历，1984
年12月参加工作，1992年8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海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助理调研员、办公室副主任、
办公室主任，省委老干部局综合处处长、
办公室主任。现任海南省委组织部老干
部工作一处处长，拟任海南省委巡视组
副组长（副厅级巡视专员，试用期一年）。

魏泽勇，女，1967年11月出生，河南
光山人，汉族，大学学历，在职法律硕士
学位，1991年 7月参加工作，1999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海口市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副处级），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办公室主任，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
院党组书记、副院长、院长、审委会委员，
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一处
处长、二处处长，省委政法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现任海南省委政法委员会政治部
副主任（正处级），拟任海南省委政法委
员会政治部主任（试用期一年）。

李宏亮，男，1965年4月出生，广东
始兴人，汉族，在职大学学历，1984年9
月参加工作，199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海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机构编制处助理调研员、机关编制处副
处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处处长，省人事
劳动保障厅培训就业处处长，省机构编
制委员会办公室事业编制处处长、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处（海南省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局）处长（局长）。现任海南省委机
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处（海南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处长
（局长），拟任海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

办公室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廖红星，男，1971年4月出生，湖北

罗田人，汉族，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经
济学学士学位，高级审计师，1994年7月
参加工作，1998 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海南省审计厅金融审计处副处
长、财政审计处副处长、教科文卫审计处
处长、行政政法审计处处长、经济责任审
计处处长、财政审计处处长，白沙黎族自
治县委常委（挂职），省审计厅政府投资
审计处处长。现任海南省审计厅固定资
产投资审计一处处长，拟提名为海南省
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预算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人选（试用期一年）。

熊安静，男，1971年7月出生，湖北
谷城人，汉族，在职大学学历，1989年7
月参加工作，199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海南省政府研究室综合处助理
调研员、副处长，省交通厅办公室副主
任、党组秘书、政策法规处副处长、政策
法规处处长，省政府研究室经济运行处
处长、社会发展处处长。现任海南省人
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拟任海南省人民
政府驻广州办事处党组书记、主任。

霍沛军，男，1973年3月出生，河南
邓州人，汉族，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
学位，副教授，1998 年 3月参加工作，
199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
南省政府研究室调研处调研员，澄迈县
政府副县长（挂职），省政府研究室综合
处调研员、副处长、处长。现任海南省
人民政府研究室社会发展处处长，拟任
海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试用期
一年）。

李振中，男，1968年12月出生，四川
威远人，汉族，大学学历，经济学学士学
位，经济师，1991年9月参加工作，2002
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疆维吾
尔族自治区企业工委稽查特派员公署工
作办公室副主任，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国资委业绩考核与分配处副处长、第二

监事会监事、业绩考核与分配处处长，海
南省国资委资本运营与收益管理处副处
长（正处级）、处长，海南省委巡视机构正
处级巡视专员。现任海南省委巡视组正
处级巡视专员，拟任海南省纪委监委驻
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
组组长（试用期一年），省农垦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郑尉杰，男，1967年10月出生，海南
陵水人，黎族，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文
学学士学位，1990 年 7 月参加工作，
199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
省纪委、省监察厅执法监察室副处级纪
检员、监察员、副主任，屯昌县委常委、纪
委书记、坡心镇党委书记，万宁市委常
委、纪委书记，江苏省溧阳市政府副市长
（挂职），省纪委、省监察厅第九派驻纪检
组（监察室）副组长、派驻省水务厅纪检
组副组长、第一纪检监察室副主任。现
任七届海南省纪委委员，省纪委监委纪
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主任，拟任海南大学
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试用期一年）。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拟任人选政
治表现、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问题可以通过
来信、来电、来访、网上举报等方式进
行。举报人应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提
倡实名举报。我们将严格遵守党的纪
律，履行保密义务。

公示期限：2019年 12月 9日至13
日，共5个工作日。

联 系 电 话 ：（0898） 12380，
65378954（传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

69号海南广场1号楼308室省委组织部
干部监督处（邮编：570203）。

举报网址：http：//12380.hainan.
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19年12月6日

公 告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 刘彬宇

屋舍错落，古树苍劲，80亩湖水
碧波荡漾，大戏台和文化室、祠堂、村
民广场组成一片村民文化活动区域，
这就是临高县多文镇头龙村委会头龙
村。自乡村振兴工作队驻村以来，头
龙村人居环境得到整治，村庄变美了，
露出了“清秀”的真容。

“进村的第一晚，夜色漆黑，村庄静
寂，空气里夹杂着猪粪牛粪的臭味。村

干部和派出所民警围坐在我身边，说着
村里的情况，真是听着听着眼泪就掉下
来了。”日前，在临高县多文镇头龙村，
57岁的省地质局派驻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长梁穗文向海南日报记者讲述了他
今年2月刚到头龙村时的情形。

针对头龙村环境脏乱差的情况，
乡村振兴工作队发动村里的党员干部
和村民整治道路、公共场所卫生和清
理水沟淤泥。

“清理沟渠我们可是下了功夫

的。”头龙村的露天水沟多年未清理，
散发出的味道恶臭难闻，当过兵的梁
穗文和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林德生二
话不说，带头跳进水沟。

看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带头
干，村民们也加入，二三十人一起清
理，终于让水沟摆脱了“臭”字。“现在
村里每月定期清理一次淤泥，已经成
惯例了。”梁穗文笑着说。

梁穗文介绍，原先，在村口不远处
有一户人家，门前堆放着各种木头杂
物废品，影响村庄面貌。刚开始动员
这户人家拆棚、清理杂物，总遭到冷
遇。后来了解到这户人家里有一人是

退伍兵，他就上门拉家常，说起部队
情，一来二去，工作就做通了。村里其
他人家建筑垃圾、陈年垃圾不愿清理
等情况，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也是这
样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动员村民一点
点清理掉。

乡村振兴工作队驻村至今，头龙
村数次进行人居环境卫生大整治，全
村人都行动起来了。让梁穗文感动的
是，一位残疾村民，尽管行走困难，但
还是执意参与进来，与大家一起清理
环境卫生。

头龙村依湖而建，自然环境本来就
优美。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后，村庄露出

了清秀的“面容”。去年村里在湖边建
起了戏台，加上文化室和祠堂，湖区周
围形成了村里的公共文化活动场所。

看见头龙村人居环境治理有效，
省地质局还给村里捐助了65盏太阳
能路灯。10月1日晚，头龙村从村口
到湖边公共广场全都亮堂堂。晚上灯
亮了，村里男女老少齐聚在广场边跳
舞、打球、锻炼身体、聊天看热闹，一派
幸福图景。

村庄干净漂亮了，有一件事，梁穗
文反而有点不习惯了。“就是村民家里
新建改建厕所，进去了还要脱鞋。”他
笑着说。 （本报临城12月8日电）

临高多文镇头龙村乡村振兴工作队整治驻村人居环境

垃圾没了 村庄美了 百姓乐了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田和新 代龙超

12月6日，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向
全社会宣传发布2019年“最美基层民
警”先进事迹。海南省公安厅海岸警察
总队（筹备组）海口支队红岛派出所所
长刘智荣获全国“最美基层民警”称号，
成为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公安民警。

“热血铸警魂，忠诚保平安”……
在红岛派出所的办公室，墙上挂着辖
区企业及老百姓送的一面面鲜红锦
旗。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刘智先后荣
立个人二等功1次，个人三等功5次；
其所在的红岛派出所先后3次荣立

“集体三等功”，2016、2017年连续两
年被公安部原边防管理局评为“执法
示范单位”。这些荣誉的背后，渗透了
刘智无私奉献的汗水，饱含着他对党
和人民、对公安事业的高度忠诚。

“获得‘全国最美基层民警’荣誉
称号，离不开全所同志的奋力拼搏和
组织对我的培养。我只是海南基层民
警的一个代表，我要以此为动力，再接
再厉，继续为公安事业作出更大贡
献。”12月7日，刘智接受采访时说。

英雄无畏
生死关头迎难而上

“‘小心！’我听见所长大声警告，
来不及反应已被所长猛地一把推到了
墙边，只听到一声巨响，耳朵一阵嗡鸣
……只见所长满脸是血地冲我在说
话，并示意我注意手中的物品。我这
才发觉自己怀中还有一个黑色的圆
球，我意识到是炸弹！那一刻，我感觉

我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了。”这是刘智
的战友段霄震在“全国最美基层民警”
北京推介展示活动现场，讲述在抓捕

“2017-372”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主要
嫌犯过程中的惊险一幕。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所长扶
住了我的手臂，告诉我‘没事的，别慌，
稳住！’然后缓缓从我手中将炸弹接了
过去，并用一个枕头包起来装到了袋
子里……回程途中，我看到所长拆开
已被染成红色的纱布，脚踝处伤可见
骨……”段霄震说。

段霄震手中拿着一条裤子，这是
案发时刘智穿的，裤脚已经被炸烂。
刘智勇抓嫌犯不畏牺牲的精神震撼了
现场每个人……人民视频总经理陈星
星对刘智事迹点评道：“我的每一根神
经都被你的故事牵动着，为你的缉毒
勇敢牵动着。什么是最美，你身上看
到的智勇双全就是最美！”

执法为民
办案能手屡破大案

“群众看公安，关键看破案”。刘
智从警十余年以来，通过侦破一个又
一个的大案要案和关乎民生的小案，
始终践行执法为民的理念，赢得了辖
区群众的认可和赞誉。因为刘智姓

“刘”，又屡次破大案要案，被派出所民
警和辖区群众称为“牛”所长。

2018年12月27日14时许，红岛
派出所接到指令：海口30路公交车上
有一名女乘客在行驶过程中因车费问
题与驾驶员发生争执并殴打驾驶员。
接警后，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将
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嫌疑人陈某
荣抓获，及时有效维护了社会公共安
全。随后刘智又带领派出所民警多方
全面收集、固定证据，成功侦破此案。

今年7月，根据一条走私烟、假烟
流入海南的重要线索，刘智带领派出
所民警累计摸排100余家烟酒行，不
断加大证据链固定，最终将该假烟案
两个犯罪团伙一举抓获，捣毁藏匿走
私烟、假烟窝点3处，查处销售门店
21家，查扣涉案价值200余万元的走
私烟，各种假烟共计1.02万余条。

近3年来，刘智带领全所民警履
职尽责，攻坚克难，破获刑事案件580
宗，查处行政案件1400起，打掉犯罪
团伙24个，抓获网上在逃人员35人，
辖区发案率同比下降27.5% ，群众满
意度、安全感逐年上升。

创新尖兵
智慧警务护安宁

刘智带领全所民警积极创新“智
慧警务”“大数据警务”，将党组织建
设、服务群众、公安业务、“路长制”“警
保联控”等工作和机制深度融合，着力
抓好群众身边的小事、城区安全的实
事、社会治理的难事，使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他结合驻地政府推出的网格员工
作模式，因地制宜推出网格化警务模
式，将辖区划分为127个网格，100户
为一格。建立了“大网套小格、一级包
一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管理网
络。同时，将基础公安工作与群众路
线紧密结合，依托“红岛AB”双层微
信平台，将辖区23家宾馆、旅店、旅业
式出租屋从业人员全面整合，打造最
低成本、最全覆盖、最快反映的情报信
息网络，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搜集
各类情报信息。

今年6月28日，辖区白沙门城中
村、五西路、万恒路等地，接连发生电动
车被盗案件。刘智带领民警经过调取

监控和综合各社区网格员反馈线索，掌
握了嫌疑人体貌特征。随后利用“红岛
AB”双层微信平台向广大群众发布嫌
疑人体貌特征，收集线索，最终掌握了
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并将其抓获，维护
了辖区稳定，减少了群众损失。

禁毒先锋
屡破公安部毒品目标案

“‘有毒治毒除毒害，无毒防毒保
净土’，刘智作为海口市美兰区海甸街
道禁毒办主任和派出所所长，带领派
出所全体人员始终坚持打防结合、标
本兼治的禁毒工作方针，全力以赴打
造无毒社区，受到辖区群众广泛称
赞。”海甸街道禁毒办副主任符良玲介
绍，因成绩突出，2018年12月海甸街
道禁毒办被国家禁毒委评为全国社区
戒毒康复智能精准化管理试点，向全
国推广先进经验。

“毒品犯罪需要预防与打击并
重”，在做好预防转化工作的同时，刘
智积极带领全所民警主动出击，严厉
打击毒品犯罪。据了解，全省三年禁
毒大会战活动开展以来，刘智带领着
全 所 民 警 成 功 破 获“2016- 846”

“2017-372”“2018-267”等三起公安
部毒品目标案件，带破“2017- 7”

“2017-64”两起省级毒品目标案件，
打掉3个特大武装贩毒团伙，抓获涉
案人员58名，抓获吸毒人员79名，缴
获各类毒品合计 29.83 公斤、毒资
32.5万元。 （本报海口12月8日讯）

码上读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琼剧电影《圆梦》
讲述脱贫故事

本报海口 12 月 8 日讯 （记者陈蔚林）第
160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12月9日
20时在海南经济频道，20时 30分在三沙卫视
播出。

随着海南脱贫攻坚战决胜号角的吹响，省脱
贫致富电视夜校将特别在本期节目播出一部扶贫
题材的原创现代琼剧电影——《圆梦》，旨在通过
剧中的故事给扶贫干部们一些工作上的启发，给
广大脱贫、贫困群众带来精神文化上的满足和摆
脱贫困的动力。

据介绍，《圆梦》是海南首部扶贫题材原创现
代琼剧电影，同时也是首部海南方言电影，改编自
同名现代琼剧舞台版。由两位国家一级演员和梅
花奖获得者符传杰、林川媚与3位优秀的青年演
员姚潮、黄守佳、龙倩倩为大家共同讲述山海黎乡
土地上发生的脱贫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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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12月
15日16时20分，观众可以在海南卫视收看到第
159期节目的重播。

海南爱心扶贫网第五十六期榜单揭晓

爱心单位连“砸”扶贫大单
本报海口12月8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周静泊）12月8日，海南爱心扶贫网第五
十六期排行榜公布。海垦以620万元的金额继续
在销量排行榜上独占鳌头，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的生态大米则以12939件的累积销售量在
订单排行榜上保持领先。

值得一提的是，12月2日至8日，多个爱心单
位和爱心人士在海南爱心扶贫网进行大宗采购，
用实际行动助力消费扶贫。

记者从海南爱心扶贫网了解到，航禄（上海）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在12月2日至4日连下3个
大订单，采购了三亚供销芒果汁、三亚供销木瓜
汁、保亭黎家五脚猪等扶贫产品，总采购金额达
58万元。

爱心人士黄先生12月2日采购了633件保
亭黎家五脚猪，采购总金额近10万元。中国民生
银行海口分行、三亚银保监分局也于本周采购白
沙牙叉镇九蜜王土蜂蜜、保亭山柚油、海燕梦海南
花生油等一批扶贫产品。

“全国最美基层民警”刘智——

“牛”所长智勇双全护安宁

乡村振兴工作队在行动

海南正能量

“全国最美基层民警”刘智。（省公安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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