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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

■ 本报记者 袁宇

“麻烦扫一下码！”“绿码，可以通
行。”3月2日，在万宁市万城镇万隆社
区一处防疫卡口前，居民吴毓辉主动
拿出手机扫描卡点前的海南健康码
二维码。在卡点值守人员测量体温、
查看健康码后，他凭“绿码”顺利通过
卡点。

“凭码出入很方便。”吴毓辉收回
手机，对海南日报记者说，省里推出健

康码系统后，他第一时间就领取了自
己的健康码，“不光是我，家里其他人
也都领了。家人都是绿码，心里很安
心。”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截至3月2
日20时，万宁市已有46.6万人领码，
覆盖率超过 80%，活跃度达到了
22.87%。

吴毓辉说，不仅出入小区要扫码，
上超市、进市场、去上班都要“亮码”，

“大家都是绿码，上班也觉得很踏实。”
“有健康码，我们企业复产复工也

更安心。”在万宁市礼纪工业园的派成
铝业科技公司生产基地，生产工人测

量体温后、凭码进入车间。该公司副
总经理董治国介绍，基地自2月19日
复产复工以来，便要求所有工人申领
健康码，“每天要按照要求进行健康打
卡。有了健康码，我们对所有工人的
健康状况做到了心中有数。”

“除了发动驻村工作队及村、社区
干部外，全市还培训了3000多名志愿
者，逐村逐户指导居民申领、使用健康
码。”万宁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健康
码的使用范围除小区、村的疫情值守
卡点外，还包括商场、超市、农贸市场、
企业、药店、餐 饮店、酒店、医院、学
校、车站等各个场所，“量体温后亮码

通行，无码人员一律不允许进入。冬
季瓜菜收购商、运输人员等非居住的
流动人员也同样管理。”

万宁市还出台专门的管理制度，明
确红、黄、绿码动态管理和各场所使用
规则。“对于‘黄码’‘红码’人群，我们
一对一跟踪，每天报告健康状况。”检
查社区各卡点人员出入情况是万隆社
区党支部书记詹达能的日常工作之
一，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按照市里的
部署，社区在各个疫情值守卡口安排
懂使用健康码的人员，凡是进出人员
要“亮码”，“工作方向很明确，严格按
码管理人员进出。”

为了确保健康码的使用落到实处，
万宁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每周至少3
次不打招呼、不搞陪同，到各村疫情值
守卡口、门街店铺、农贸市场、复工复产
企业等，暗访健康码的使用情况。

“现在还组建了8个督查组，每天
随机抽查各单位、各镇（区）、各村组执
行健康码相关规定的情况。”万宁市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督查情况每2天进
行通报，督促相关部门整改，整改不到
位的由市纪委监委进行约谈，“下一步
将继续加强管理，确保健康码的申领
及使用落到实地，取得实效。”

（本报万城3月3日电）

万宁严格落实健康码推广应用，安排志愿者逐村逐户推广

凭“绿码”出入 快捷又心安

东方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东方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
邢卫民严重违纪违法
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

本报海口3月3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劳文）海南日报记者3日从省纪委监委获悉，日
前，经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对东方市人民政府党
组成员、东方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邢卫民严重违
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邢卫民同志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
规收受礼品礼金；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便利，
在工程款拨付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邢卫民同志身为党员领导干部，背离初心使
命，纪法意识淡薄，将公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
敛、不收手，应予严肃处理。同时，鉴于邢卫民同志
能够主动交代违纪违法问题，主动上交违纪违法所
得，认错悔错态度较好，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的原则，可予从轻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省纪
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邢卫民
同志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由省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
处分，降为二级主任科员；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东方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副市长杨剑锋严重违纪违法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报海口3月3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劳文）海南日报记者3日从省纪委监委获悉，日
前，经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对东方市人民政府党
组成员、副市长杨剑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
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杨剑锋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
受礼品礼金，违规公款吃喝；违反组织纪律，变相保
留违规设立的专项工作经费；违反廉洁纪律，利用
职务便利和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工程承
揽和工程款拨付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侵吞公共财物；违反群众纪律，在管理服务活动中
违规收取费用。

杨剑锋身为党员领导干部，毫无党性原则，理
念信念崩塌，权力观扭曲，甘于被围猎，其行为严
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构成严重职务违法，且在党的
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应予严肃处理。同时，
鉴于杨剑锋能够主动交代违纪违法问题，主动上
交违纪违法所得，认错悔错态度较好，按照“惩前
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可予从轻处理。依据《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法》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
委批准，决定给予杨剑锋开除党籍处分，由省监委
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中共东方市第十三
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万宁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纪一豪严重违纪违法受到
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

本报海口3月3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劳
文）海南日报记者3日从省纪委监委获悉，日前，经
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对万宁市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纪一豪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纪一豪同志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
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使用公务油卡，公车私用；
违反组织纪律，在职工录用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
为亲属谋取利益；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便利和
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工程承揽方面为他
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违反工作纪律，违规插手
干预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

纪一豪同志身为党员领导干部，党性原则
缺失，廉政意识淡薄，公权私用，其行为严重违
反党的纪律，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
手，应予严肃处理。同时，鉴于纪一豪同志能够
主动交代违纪违法问题，主动上交违纪违法所
得，认错悔错态度较好，按照“惩前毖后、治病
救人”的原则，可予从轻处理。依据《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
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
批准，决定给予纪一豪同志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由省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科员；
终止其中共万宁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资
格，依法罢免其万宁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职务、撤销其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委
员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

疫情防控“码”上助力

开展“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助防疫

誓夺双胜利 一线党旗红

本报临城3月3日电（记者张惠
宁 特约记者刘彬宇）3 月 3日下午
16时，临高县四套班子领导、全县机
关单位、各镇（农场）等3000余名干
部职工带着劳动工具，戴着口罩走上
街头巷尾，开展环境卫生集中大整
治，助力全县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进一步巩固战“疫”成果。

当天下午，在临高县城主要街道
以及相关社区、城中村责任区，各双
创工作包点责任单位组织干部职工
积极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引导劝
阻各种乱象和不文明行为，全面清除

各个角落卫生死角、积水、“牛皮癣”，
确保责任区干净整洁。

“在此次环境卫生集中大整治
活动中，我们加大了对城区清扫保
洁力度，全力做好县城主要街道、
公共绿地、公园公厕等公共场所的
卫生保洁，组织人员集中清洗垃圾
箱、护栏等公共设施。”临高县市政
园林局局长叶树茂说。

与此同时，临高县各乡镇以及加
来农场，也组织干部群众，集中开展镇
墟环境卫生集中整治，确保镇墟街道
干净整洁、秩序井然。

临高全县干部职工开展环境卫生集中大整治

护环境整洁 固战“疫”成果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2月29日中午，文昌市会文镇烟
堆村阳光和煦，全村大大小小400多
家养殖场有序复工复产的景象，让驻
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陈
恒锐稍稍松了一口气。

烟堆村是一个有着14个村民小
组、3条街道的大村，水产养殖业发达，
外来务工人员较多，整个辖区有住户
961户3654人，其中外地养殖户234
户988人。聚居人口复杂，防疫形势严
峻。为抓好疫情防控，有效阻断病毒
传播途径，1月27日返回工作岗位后，
陈恒锐迅速组织队伍，拉开了入户排
查、交通管制、防疫宣传的战线。

“当时基层防护物资包括口罩等
都比较紧缺，部分人有恐慌心理不
敢出门，陈书记就带头冲在一线，悬
挂宣传条幅、入户调查登记、设卡排
查，很多工作他都走在大家的前
头。”烟堆村党支部副书记詹孝心
说，每天白天，陈恒锐和大家一起东
奔西跑忙碌，晚上别人回家休息了，
他还要在村委会整理汇总资料，安

排下一天的工作，常常忙到深夜。
守住一道防线，就是守护一村人

的安危。在陈恒锐的带领下，烟堆村
建立了网格化管理的工作机制，全村
分为5个片区15个网格，发动全村党
员、乡村振兴工作队员、村民小组组
长等，实行分片负责制，强化日常巡
查和对重点人员的管控。

在一线人员的扎实工作下，烟堆村
全村44家茶粉店、餐饮店暂时歇业，4
家娱乐场所关门，4家旅馆民宿及1家
养老小区按要求设立门岗，加强进入
人员健康监测和管理；如实登记和引
导湖北籍11户人员居家隔离，逐一落
实居家隔离承诺书签订、隔离时间公
示、体温测量或每日报告制度等；海南
健康一码通逐步得到推广应用。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多月以来，
全村人心稳定，各养殖户在做好防疫的
前提下，有序复工复产。唯一让村民感
到焦虑的是农产品、水产品的销售问
题。因为通行受阻，外地收购商锐减，
一些农副产品出现滞销现象。为帮农
户打开销路，陈恒锐利用在省气象局的
资源多方协调，终于联系上经销商，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户的燃眉之急。
别人眼中的陈恒锐，是个一心扑

在疫情防控工作上的基层干部。但
他内心，也有自己的牵挂。

“大年三十晚上，父亲突发心肌
梗塞，住进了海口医院的重症病房。”
陈恒锐告诉海南日报记者，1月27日，
他在医院接到工作通知，必须马上回
到驻村岗位，他怀着无比愧疚的心情，
把照顾父亲的重任托付给了家人，第一
时间投入抗“疫”一线。但老人家的病情
像一块大石头，一直压在他的胸口。

陈恒锐说，如今父亲已经出院回
家，他心中的担心也少了一点。

除了父亲，还有家中的妻儿。妻子
李蝶独自在海口的家里照顾着两个孩
子，大女儿10岁，小儿子才5个月大。

“我也知道他很想念孩子，每天再忙，
他都会抽出时间来和孩子们微信视
频。”李蝶说，虽然一家人都很辛苦，但
是作为妻子，她能理解丈夫，“他常常
说自己是党员，关键的时候不能退，
我们都希望疫情早点结束，所有人
平平安安，早日与家人团聚”。

（本报文城3月3日电）

文昌会文镇烟堆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恒锐：

守住一道线 护好一村人

2月29日，文昌市会文镇烟堆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恒锐（右）向村民宣传防
疫知识，推广“海南健康一码通”。 本报记者 李佳飞 摄

■ 本报记者 罗霞 通讯员 王雪梅

“除夕，8：00-20：00节日值班”“大
年初一，参加防控视频会等会议”“检查
凤翔蔬菜批发市场、培龙市场”……这
是省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监管处党支
部书记史全力一个多月以来工作日志
上的部分内容，市场、超市、疫情防控、
食品安全、活禽销售，这一个个关键词，
是他每天忙碌的焦点。

“疫情面前，我们已经进入战场，
时间宝贵！”史全力近日对海南日报
记者说。言语之中，透出紧迫感，显
现责任与担当。

在战“疫”中，省市场监管局食品流
通监管处不计较职责分工，负责统筹全
局疫情防控工作。在史全力的带领下，
党员们敢于担当，统筹协调、上传下达，
用十足的干劲全力做好各项工作。

1月20日下午，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在京召开。当晚，史全力根据电视电
话会议精神和局领导指示，连夜起草
了《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做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相
关工作的紧急通知》，第二天将通知下
发至全系统。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有关
领导对海南的快速行动予以肯定。

省市场监管局作战微信群是专
门为疫情防控工作建立的，史全力是
群里的活跃分子，上传下达，协调相关
工作。这一段时间，史全力陆续到海
口凤翔蔬菜批发市场、培龙农贸市场、
东门水产品市场、城东市场、家乐福超
市、大润发超市、药店等地检查和暗
访，查看疫情防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妈妈总是加班，睡眠不足，抵抗
力弱！”“现在外面很多人在生病，妈
妈要去帮助他们。”食品流通监管处
党支部党员郑莉说起近日与女儿的
这段对话时，心里暖暖的。这些天，
郑莉每天乘公交车上班，在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推进新一轮食
品经营者风险分级评定等工作。

食品流通监管处党支部党员李
林津每日都按时保质保量将省市场监
管局防控信息报送到指定部门，无一
日漏报，无一例错报。晚上加班加点
是常态，累了病了也忍着坚持工作。

在工作中，食品流通监管处党支
部充分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把支
部建成统筹全系统疫情防控的中枢，
完成了疫情防控各项任务。自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
统筹负责的各项工作均取得良好成
效，未发生因市场监管缺位导致疫情
传播扩散。

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变化，食品流
通监管处的工作举措也在实时更
新。“在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基
础上，我们正在推进放开活禽交易等
工作。”史全力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本报海口3月3日讯）

本报海口3月3日讯（记者计思
佳）3月3日上午，海口市迎接国家卫
生城市复审工作部署专题会召开。
会议提出，海口要动员社会各方面力
量，查漏补缺，加强整改，坚决打赢打
好国家卫生城市复审迎检攻坚战，以
实际行动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
设作贡献。

据了解，海口已制定《迎接国家
卫生城市复审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根据方案，海口将把此次
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同“我为
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

献”活动，“爱国、爱海南、爱家乡、爱
家庭”卫生健康大行动活动结合起
来。在工作措施上，海口将突破难
点、补齐短板，开展九大综合整治行
动，分别为：农贸市场及周边综合整
治，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综合整治，
公共场所禁烟控烟专项整治，“八小”
行业专项整治，住宅小区环境卫生综
合整治，病媒生物防制专项整治，环
境保护专项整治，加强市政设施建
设，加强防鼠、防蚊、防蝇设施建设。

会议强调，要长效巩固提升国家
卫生城市成果，就要健全完善国家卫

生城市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要
制定责任分解表，明确责任全覆盖，确
保每一项工作都有责任人、责任单
位。严格对照国家卫生城市技术评估
量化评价标准，吃准吃透标准，严格落
实标准。要提高执行的能力、执行的
效率，注重细节，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
地见成效。要全面动员，全市干部群
众人人参与、形成合力。不仅要强化
政府部门的监督，还要充分发挥公众
的监督作用。要坚持结果导向，确保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迎检成功，实现国
家卫生城市治理的常态化制度化。

海口召开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部署专题会

动员社会各界力量 开展九大综合整治

省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监管处党支部：

疫情不停 我们不退

海南6所本科院校
将新增10个专业

本报海口3月3日讯（记者陈蔚林）根据教
育部近日发布的《关于公布2019年度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海南大学、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南医学院、海口经济学院、
琼台师范学院、三亚学院等6所海南本科院校将
新增10个本科专业。

其中，海南大学新增应用物理学专业，海南热
带海洋学院新增生物技术专业，海南医学院新增
生物信息学专业，三亚学院新增康复治疗学、护理
学等2个专业，以上专业学位授予门类均是理学。

此外，海口经济学院新增风景园林专业，学位
授予门类是工学；琼台师范学院新增休闲体育、汉语
国际教育、酒店管理、工艺美术等4个本科专业，学
位授予门类分别是教育学、管理学、文学和艺术学。

近日，我省市场监管人员在海口家乐福超市检查防疫工作。
省市场监管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