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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人大常委会补选何忠友、
林泽锋为省六届人大代表；三亚市人
大常委会补选傅平江为省六届人大代
表；三沙市人大常委会补选邓忠、顾
永东为省六届人大代表；儋州市人大
常委会补选邹广、盖文启、周军平为
省六届人大代表；万宁市人大常委会
补选施宗伟为省六届人大代表；东方
市人大常委会补选张长丰为省六届
人大代表；乐东黎族自治县人大常委
会补选郭兴武为省六届人大代表；定
安县人大常委会补选韩圣健为省六
届人大代表；解放军驻琼部队补选张
作胜为省六届人大代表。省六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根据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何忠
友、林泽锋、傅平江、邓忠、顾永东、邹
广、盖文启、周军平、施宗伟、张长丰、
郭兴武、韩圣健、张作胜的省六届人
大代表资格有效。

儋州选出的省六届人大代表朱
洪武，保亭选出的省六届人大代表唐
健文，解放军驻琼部队选出的省六届
人大代表赵晓刚，调离本省。依照代
表法和解放军选举人大代表有关办
法的规定，朱洪武、唐健文、赵晓刚的
代表资格自行终止。

儋州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周

廉芬辞去省六届人大代表职务；乐东
黎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吴
淑天辞去省六届人大代表职务；海南
省军区选举委员会决定接受陈守民
辞去省六届人大代表职务。依照代
表法和解放军选举人大代表有关办
法的规定，周廉芬、吴淑天、陈守民的
代表资格终止。

截至目前，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实有代表384人。

特此公告。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
2019年12月31日

任命：
何君武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畅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立案庭庭长；
黄灿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平英梅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免去：
曾令宏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李国庆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王永政的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立案庭庭长职务；

黄灿的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

何亮的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审判员职
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40号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2019年12月31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任命：
赖朝平为海南省人大社会建设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吴建东为海南省人大社会建设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廖红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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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芳为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华侨
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
黄光明的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内

务司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王振雄的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民

族宗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19年12月31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王鹏为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职名单
（2019年12月31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屈建民的请求，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五十

条的规定，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接受屈建民
辞去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秘书长职务的请求，报海南省人民代
表大会备案，其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屈建民辞去海南省第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职务请求的决定
（2019年12月31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任命：
钟文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免去：
潘成荣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员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2019年12月31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本报海口2019年 12月 31日讯
（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吴晓蕾）元旦、春
节将至，为加强警示教育，营造清正廉
洁的节日氛围，坚决防止“四风”反弹
回潮，日前，省纪委对近期查处的4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进行
了通报。

一、东方市海洋与渔业监察大队
原大队长花道文违规接受宴请等问
题。2018年10月，花道文违规接受
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并收受高档烟
酒，为其盗采海砂行为提供帮助。花
道文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行为。

2019年11月，花道文受到开除党籍、
政务撤职处分。

二、定安县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
心主任傅智鹏公车私用问题。2016
年10月，定安县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
心租赁一辆公务用车，傅智鹏在按月
领取交通补贴的情况下，将此车作为
个人上下班“专车”使用至2018年。
2019年5月，傅智鹏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

三、琼海市潭门中学校长吴乾禄
私设“小金库”并违规发放津补贴等问
题。2014年至2019年 7月期间，吴

乾禄与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商议私设
“小金库”存放学校各类自筹收入，金
额共计243901元。同时，利用“小金
库”以教研经费名义违规给全校教职
工发放津补贴49800元。吴乾禄还
存在其他违纪问题。2019年11月，
吴乾禄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
款予以收缴。

四、三亚市崖州区梅东村原党总
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孙令伟接
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
安排等问题。2018年4月，孙令伟接
受与村委会有合作开发意向的某企业

邀请，带领21名村干部及7名干部家
属共28人到湖南某市参观考察该企业
开发的其他项目，期间接受企业安排
到韶山、长沙等多处旅游景点游玩，参
观游玩费用全部由该企业负担，并收
受企业所赠予的纪念品。2019年10
月，孙令伟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通报指出，上述四起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有的发生在党的十
九大之后，有的持续到党的十九大之
后，表明在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党员
干部抱有侥幸心理，不知畏、不知止，
纠治“四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全省

各级党组织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锲而不舍，持续发
力，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地生
根。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
发挥好“头雁效应”，带头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加强党性修养，严于律
己，清清爽爽过节。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要强化政治担当，加强监督，持续保
持纠治“四风”的高压态势，对有令不
行、有禁不止的顶风违纪行为严惩不
贷，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为
节俭文明过节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省纪委通报四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

本报海口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讯（记者傅人意）海南日报记者近日
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为确保“两节”
期间常年蔬菜和生猪市场供应充足、
物价稳定，该厅着力从生产源头抓常
年蔬菜供应，加快推进屠宰企业“三
证”落实。

省农业农村厅多措并举促进常
年蔬菜保价稳供：一是加强瓜菜用
药监管，指导农民科学、安全用药，
确保百姓舌尖上的安全，12月24日
至26日，省农业农村厅派出安全使
用农药技术指导组和检测组，下沉
到豇豆种植面积较大的乐东黎族自

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和三亚市3
个市县，开展安全用药技术指导和
农药抽检工作；二是不定期和当地
农技人员交流种植经验；三是向省
财政厅申请常年蔬菜基地建设补贴
资金7000万元。

“我省冬季气候温和，非常适合
常年蔬菜生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
业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冬季常年蔬菜
种植亩产量比夏季高30%-40%，目
前全省常年蔬菜（叶菜）种植面积逾
9万亩，瓜类种植逾200万亩，“尤其
是冬瓜、黄瓜等品种，复种率比较高，
目前均陆续上市。”

在生猪稳价保供方面，省农业农
村厅近日召开全省生猪生产保供与
屠宰行业管理工作会议，要求加快推
进屠宰企业“三证”（生猪定点屠宰许
可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排污许
可证）落实。

“各市县要根据屠宰企业‘三证’
缺失情况，进行分类整改，为屠宰企
业解决好用地、环保等问题，保证每
个市县至少有一家屠宰企业‘三证’
落地。”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黄正
恩表示，做好生猪稳价保供工作是当
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各市县行
业主管部门要扎实做好“两节”期间

猪肉供应保障工作；以保障岛内猪肉
基本自给为目标，强化责任落实，保
障种猪、仔猪及生猪产品有序调运。
切实帮助养猪企业解决实际困难，促
进各企业健康发展；做好应急预案等
各项准备工作，健全生猪市场调控机
制，稳定生猪恢复生产和市场供给，
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发展。

另悉，《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促进生猪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市
场供应的若干意见》日前已经出台。
省农业农村厅加强生猪养殖流动资
金贷款贴息，制定了《海南省种猪场
和规模猪场临时贷款贴息实施方

案》，对符合条件的种猪场和规模养
殖场按照2%的比例予以贴息；积极
争取中央农业发展资金7515.37万
元，用于黑猪产业规模发展、引进省
外生猪补贴；积极组织申报中央财政
2020年项目，申报3个畜禽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和7个黑
猪规模化养殖场建设项目；加强生猪
养殖龙头企业招商引资，先后支持海
南农垦草畜产业集团30万头生猪全
产业链项目、临高新六养殖有限公司
6000头父母代种猪养殖基地项目、
新希望昌江6000头种猪养殖基地项
目落户落地。

省农业农村厅从生产源头抓常年蔬菜供应，加快推进屠宰企业“三证”落实

确保“两节”菜丰肉足价格稳

关注党报党刊发行抓牢“菜篮子”做好保供稳价

《海南日报》全面完成
2020年度发行任务
多项指标继续位居全国省级党报前列

本报海口2019年12月31日讯（记者陈蔚
林）海南日报记者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南分公
司获悉，截至2019年12月31日，《海南日报》已
全面完成2020年度省委下达的发行任务，保持发
行稳定，全省人均占有率、省会城市人均占有率、
市场零售量继续位居全国省级党报前列。

党报党刊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重要手
段，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在《海南日
报》2020年度征订工作中，各市县、各部门、各单
位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作为
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好。

特别是，省教育厅党委大力推动“党报三进高
校”活动，得到了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
学院和琼台师范学院等高校积极响应，并将活动推
进到主要民办高校；省扶贫办发动省公安厅等50
多家单位及众多干部职工积极参与赠阅党报文化
扶贫工作，使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可通过《海南
日报》及时准确地了解中央和省委的扶贫政策和各
类致富信息；省国资委大力推进国企征订工作，海
垦集团积极推广阅读和使用《海南日报》，多家单位
也积极开展党报赠阅活动，向新增企业、优秀教师、
优秀警察和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等赠阅党报，为
《海南日报》发行量保持稳定贡献了力量。

辣椒丰收

时下，海南冬季
瓜菜陆续上市。在
琼海市博鳌镇，农民
忙着在田地里采摘
辣椒。

2019 年，博鳌
全镇的辣椒长势喜
人，产量普遍高于去
年，且辣椒的市场收
购价格也较高。按
收购价约2元/公斤
计算，每亩辣椒收入
预计能达到 5000
元。火红辣椒产业
让农民的日子更红
火。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我省今起投放
第四批储备冻猪肉

本报海口2019年 12月 31日
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蒲喜雄）2020
年元旦来临、春节临近，为进一步繁
荣和调控节日肉品市场，按照省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制定的省级冻猪肉储
备应急保供投放实施方案，我省从
2020年1月1日起至2月29日，向市
场投放第四批储备冻猪肉，重点保障
重大节假日及旅游旺季需求。

据了解，投放的猪肉品种分为
骨类、瘦肉类、五花肉类、肘类、碎肉
类、腰类、皮类、冻白条及其他等共
9类。储存冻猪肉投放是根据各市
县实际需求进行统筹分配投放量，
重点保障居民个人消费以及学校、
企业和养老院等群体需求。

据介绍，政府储备冻猪肉具备
“两证两章”（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
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动物检疫验
讫印章、肉品品质检验验讫印章）且
有非洲猪瘟检测报告。

第二十届海南欢乐节落幕
272项精彩活动展示海南风采

本报海口2019年12月31日讯（记者赵优 特
约记者谢琛）12月31日晚，2019年（第二十届）海南
国际旅游岛欢乐节闭幕式在海口举行，标志着为期
40天的2019欢乐节圆满落幕。作为海南国际旅
游岛消费年的重要活动，全省19个市县在欢乐节
期间举办了272项精彩活动，规模为历年之最，获
得国内外游客和全省市民的广泛好评和赞誉。

连续举办20年的欢乐节已经成为海南标志性
旅游节庆活动和海南文化旅游的一张“金名片”。
除了往届开展的常规活动外，2019年的欢乐节新
增了许多特色鲜明、内容丰富的活动。全域旅游欢
乐主题月期间，全省各市县和旅游商家积极举办了
272项活动，涵盖文艺演出、体育竞赛、节庆展会、
旅游促销等多种活动类型，欢乐节成为海内外游客
共享欢乐的盛宴。海南入境会奖旅游交易会、博鳌
国际旅游传播论坛、陵水青年狂欢节等国际参与度
高的活动，进一步提高了海南的“世界能见度”。

2020海口美兰区跨年消费季活动启动

打卡特色景点
赢万元吃喝玩乐大礼包

本报讯（记者郭萃 邓海宁）2020海口美兰
区跨年消费季暨十二网红打卡活动日前启动。

2019年 12月 25日至 2020年 1月 10日期
间，市民游客关注活动官方指定微信公众号“度假
之家”，在美兰精品线路沿线12个旅游景点及特
色商家中，前往任意6个点位游玩打卡，与打卡形
象标识合影并上传至官方公众号即可参与活动。

活动将以全民投票形式，评选出“美兰打卡达
人”，并送出1000元奖金、酒店房券、餐饮券、景区
门票等总价值1万元的奖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