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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不接触 刷脸就能行
中石化海南首座智慧加油站三亚投运

本报三亚3月22日电（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张慧慧）海南日报记者3月22日从中国石化新闻
办获悉，中国石化海南石油首座智慧加油站——
三亚迎宾加油站近日正式对外营业，标志着中国
石化在海南的加油站开始迈向智慧时代。

据悉，该加油站的加油机具有人脸识别功能，
车主“刷脸”即可完成结算，ETC、车牌免密支付、云
闪付、微信及支付宝等多种“黑科技”的运用，使加油
支付时间缩短至5秒钟，且全程无接触，安全高效。

三亚迎宾加油站位于三亚市迎宾路490号，占
地5000平方米，设有6台加油机、20条加油枪，是
一座集加油、充电、购物、汽服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
服务体，可为三亚市民带来“无感支付”全新体验。

此外，加油站易捷便利店内商品全部为电子
价签，车主可通过无人售货机扫描商品条码完成
结算。迎宾站还设有自助发卡、自助洗车、自助充
电桩等服务项目，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

据悉，智慧加油站是大数据、云计算等高新技
术在加油站运用的最新实践，也是中国石化助力

“智慧海南”建设的重要内容，将为海南车主带来
更加方便、快捷、智能的出行方式。目前，中国石
化海南石油正在加快推进海口地区智慧加油站建
设步伐，并将在全省逐步推广。

海南第18期“摇号”
个人小客车指标有18505个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 （记者良子）3月 22
日，省调控办发布公告，海南省第18期小客车增
量指标配置将于3月26日举行。据了解，该期小
客车增量指标配置申请受理已按规定时间节点截
止。经统计，此次参与小客车增量指标配置个人摇
号有效编码114601个，单位摇号有效编码1495
个。2月22日至3月21日新能源小客车增量指标
数指标申请数量为825个（个人申请新能源指标数
523个，单位申请新能源指标数302个）。

本期将配置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18505个，
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1495个；个人及单位有效新
能源申请编码，立即配置新能源小客车增量指
标。22日起，申请人可登录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
调控管理信息系统（www.hnjdctk.gov.cn，以下
简称调控系统）查询资格审核结果。如对审核结
果有异议的，可自公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调
控管理机构提交复核申请。复核申请详见系统提
示，或首页“办事指南”栏目《申请小客车指标办事
指南（个人）》《申请小客车指标办事指南（单位）》。

有关增量指标配置的业务咨询，请登录调控
系统首页“咨询导航”中留言或拨打服务热线
0898-68835091、68835092、68835099咨询。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计
思佳）为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
营造良好人居环境和生活环境，3月
22日，海口全市3.8万余名党员干部
群众走上街头、深入社区开展环境卫
生大整治行动，为营造干净、整洁的城
市环境贡献力量。

在海口市美兰区海甸街道白沙门
上村便民疏导点旁，一处卫生死角杂
草丛生，堆积了很多生活垃圾、建筑垃
圾。该辖区内党员干部群众们手拿铁
铲、锄头、耙子等工具，认真清理杂草、
合力装运垃圾。大家忙了3个小时，
环境变得焕然一新。据悉，该处卫生

死角整治后还将继续提升环境质量，
未来将被打造成便民利民场所。

在清扫队伍中，还有一群“蓝马
甲”，来自海南大学的大三学生陈贻
杨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其他志愿者
们一起把堆积在草丛中的生活垃圾
和树叶全部清理干净，并由垃圾车清
运一空。

陈贻杨加入美兰区青年志愿服

务队已有3年，平时常到白沙门公园
和海滩边捡拾垃圾。“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更让大家意识到加强环境卫
生的重要性。学校还没开学，利用空
闲时间参加义务劳动，为提升海口市
容市貌贡献力量，我觉得很有意
义”。陈贻杨说。

当天，除海口市四套班子领导带
头参加义务劳动外，海口社会文明大

行动指挥部还按照各职能部门在此次
环境卫生大整治行动中的责任进行了
分工。如城管执法部门组织清理乱张
贴、乱搭建、占道经营，加强“门前三
包”监管等；园林环卫部门突出重点抓
好城乡接合部、重要路段及重点部位
环境卫生整治等。

据悉，海口各级各部门会将巩卫
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一场硬仗来打，严

格对照国家卫生城市技术评估量化评
价标准，聚焦病媒生物防制、市容环境
卫生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主动作为抓
落实、举一反三抓整改，同时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的文明卫生意识，营造“人人
关心、人人支持、人人参与”的浓厚氛
围，实现国家卫生城市治理的常态化
制度化，以实际行动为加快推进海南
自贸港建设作贡献。

海口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巩固创卫成果
3.8万余名党员干部群众上街义务劳动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蒋升 符基明）3月18日，
海南省公安厅从全省抽调警力260余
名，对乐东地区以施雨鹏为首的涉黑
涉恶犯罪团伙开展集中统一收网行
动，成功抓获团伙首要分子施雨鹏及
团伙骨干成员32人，现场扣押疑似枪
支1把、现金人民币127.87万元、港币
5万元以及名贵烟酒、资金账本、刀具
棍棒一批，查封涉案房产15处、办公
场所7处，扣押机动车11辆，冻结银
行账户资金1600余万元。

据介绍，2019年12月，省公安厅
根据省扫黑办转办乐东地区以施雨鹏
为首的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线
索后，组织专门力量核查，并迅速成立

由省公安厅副厅长、厅扫黑办主任刘
海志为指挥长的“12·27”专案组，同时
指定文昌市公安局异地管辖办理该
案，对以施雨鹏为首的涉嫌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开展全线侦查。

经侦查，该犯罪团伙以施雨鹏为
首，数年来在乐东黎族自治县通过有
组织地实施聚众斗殴、强迫交易、故
意伤害、开设赌场、介绍卖淫、放高利
贷、非法采砂、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
员等违法犯罪活动，逐步扩大势力范
围，树立非法权威，牟取非法利益，对
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和政治生
态造成严重破坏。

经查，2008年至2015年期间，施
雨鹏伙同赖聪等人在乐东地区通过开
设赌场敛聚大量非法财富。为在赌场
行业取得垄断地位，该团伙利用赌场
敛聚的钱财豢养乐罗村多名闲散人员

充当打手或“看场人员”等。为确保团
伙成员稳定性，施雨鹏将当地老粮所
附近的奶茶店、K8台球俱乐部作为该
团伙的活动聚集地点，还免费为团伙
成员提供住宿及其他生活上的便利。
为寻求“生意上”的非法保护，施雨鹏
将其在抱由镇经营的乐安商务酒店三
楼作为接待场所，用以宴请乐东地区
的部分公职人员，通过拉拢腐蚀部分
公职人员获取便利。

2016年至今，该团伙利用在乐东
当地积攒的一定“人脉”及多年来逞
强斗狠奠定的恶名，在乐东地区变本
加厉地为非作歹。为获取更多非法
利益，该团伙还通过拉拢在抱由镇的
潘鸿文、蔡兴俊等黑社会性质人员加
入团伙，一起在乐东地区大肆开设赌
场、放高利贷，并垄断采砂、烟花爆竹
市场。至此在乐东县形成了人数较

多、成员较为稳定、层级分明、分工明
确的涉黑涉恶团伙，危害一方。

海南警方重申，为继续扩大战
果，加快推进收网后案件的侦办工
作，将对施雨鹏等犯罪团伙产生、发
展、壮大等各个阶段和在各个领域起
到纵容、包庇等作用的“保护伞”进行
深挖彻查，并及时与纪委监委和检察
机关对接协调，进行立案侦查、顺线
深挖，依法打击处理。

同时，给予涉案在逃人员悔过自
新、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3月22日起
至4月30日，凡该犯罪团伙成员、纵容
该组织团伙的人员以及“保护伞”，应
主动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该犯
罪团伙成员亲友应当敦促在逃人员投
案自首，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或亲友
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
的，视为主动投案；窝藏、包庇该组织

团伙成员或者帮助洗钱，毁灭、伪造证
据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
的，将依法追究相关刑事责任。

海南警方欢迎广大群众踊跃举报
施雨鹏、吴晓创、潘鸿文、蔡兴俊、黎志
超等人的违法犯罪线索及“保护伞”。

专案组举报电话：
符警官13687572772；
郑警官18689810059。
对举报线索及举报人，公安机关

将严格保密，线索一经查实，将按照
有关规定予以奖励。

乐东施雨鹏涉黑恶团伙落网
32人落网、冻结资金1600余万元，警方正告涉案人员尽快在4月30日前投案自首

本报万城3月22日电（记者良
子 通讯员李建龙 林宗靖）省公安厅海
岸警察总队（筹备组）万宁支队日前摧
毁一盗窃团伙，并于近日向万宁市检察
院移送审查起诉。该团伙流窜于G98
海南环岛高速公路各服务区，主要盗窃
大货车内手机、现金等财物，并通过被
盗手机对受害人亲友实施诈骗。截至
目前共抓获该盗窃团伙10人，销赃嫌

疑人1人，网上追逃盗窃犯罪嫌疑人2
人，扣押涉案手机50余部，连带破获系
列盗窃案60余宗。

据警方介绍，该团伙一般选择凌
晨0时至5时时段作案，大多驾驶白

色本田思域或大众轿车，每次使用不
同车牌，作案过程中戴上口罩和手套，
分工明确，作案手法十分熟练。

经审讯，该盗窃团伙成员如实交
代其通过流窜作案方式。自2019年

1月以来，该团伙使用租赁汽车从儋
州市那大镇出发，沿海南省G98环岛
高速路流窜到海口、定安、琼海、万宁、
陵水、三亚、乐东等市县沿高速公路服
务区，针对服务区停放的货车，趁司机

熟睡时盗窃车内手机、现金等财物，后
驾驶车辆逃离，并利用被盗手机的第
三方支付功能转走被害人钱财，且以
借钱修车等名义对被害人好友实施诈
骗等违法犯罪行为。

海南高速“蒙面大盗”流窜团伙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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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民政厅部署疫情期间清明节祭扫工作

精准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倡导绿色文明殡葬新风
省民政厅日前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清明节祭扫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市县采取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措施，精准有效做好

清明期间疫情防控和安全祭扫工作。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扩散”；《通知》明确，要引导广
大群众自觉遵守疫情防控要求，倡导移风易俗、尊重生命、绿色文明的殡葬新风尚。

清明节文明安全祭扫
倡议书

今年清明节期间正值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的关键时期，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
府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巩固疫情向
好形势，严防疫情反弹，大力倡导绿色、文
明、简约的祭扫新风尚，现面向全社会倡
议如下：

一、严守疫情防控底线。疫情防控形
势持续向好，防控思想不能放松。自觉遵
守疫情防控规定，做好安全防护，推行分
时段、间隔性祭扫，缩短祭扫时间，避免扎
堆聚集。提倡网络祭扫、代理祭扫、网上
时空信箱、小规模家庭追思等方式，降低
实地祭扫人数，减少聚集感染风险。

二、提倡文明安全祭扫。自觉遵守防
火规定，严禁焚烧纸钱、燃放鞭炮等明火
祭扫，严防火灾事故发生。注重精神传
承，推广敬献鲜花、植树绿化等绿色祭扫，
将中华民族慎终追远的情感融入现代文
明的表达方式。

三、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传承孝道文
化，倡导厚养薄葬。树立生前尽孝亲胜于
重敛厚葬观念，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从简办丧、文明祭奠，倡导绿色节地生态
安葬，让死者安息，生者无憾。

四、党员干部以身作则。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和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
革的要求，发挥党员干部在遗体火化、生
态安葬、从简办丧、文明祭奠方面的表率
作用，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身边的群
众，破除殡葬陋习，树立文明新风。

倡导文明祭扫既是疫情防控的需要，
也是推行绿色殡葬的文明进步要求。让
我们自觉行动起来，争做文明祭扫的践行
者，绿色殡葬的推动者，为取得疫情防控
全面胜利贡献一份力量。

海南省民政厅 海南省文明办
2020年3月19日

《通知》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持
续向好，全省26个县域单元均为低风险
地区，但疫情防控仍面临新的变化和挑
战，特别是防境外疫情输入压力较大，
国内多省市已出现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报告。清明节即将到来，统筹疫情防控
与群众祭扫服务管理事关维护社会大
局稳定,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各市县要严格落实省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关于实行分区分级精准
防控、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

复的指导意见》要求，坚决杜绝麻痹思
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严格
落实“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策略，采取分
区分级差异化防控措施，精准有效做好
清明期间疫情防控和安全祭扫工作。

《通知》要求，各市县要根据疫情防
控形势，差异化防控、精准化施策，制定
切实可行的清明祭扫工作方案，并及时
向社会发布，让广大群众了解理解并给
予配合支持。暂停组织集中祭扫、集体
共祭、骨灰撒海等集体性活动；对骨灰安

葬（安放）高度集中的场所、相对封闭的
室内祭扫场所以及容易形成人员聚集的
服务项目，由当地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决
定，可先不开放或延后开放，但要充分做
好政策宣传解释和舆情应对工作，争取
群众理解支持；具备开放条件的可提供
现场祭扫服务，并做好控流量、防聚集、
强防护、保安全等工作，科学合理设置各
殡葬服务机构及祭扫场所承载量，采取
网上预约、短信提醒等手段，做好祭扫人
员流量关口前置管控，加强祭扫流量监

测预警；对易造成人员聚集的殡葬服务
场所入口及周边强化引导管理；增配人
员加强祭扫服务引导；严格落实防护防
控措施，防止交叉感染。倡导文明绿色
安全祭扫，大力推进“互联网+殡葬服
务”，有条件的市县可开展网上祭扫、预
约祭扫、远程告别等在线服务项目，降低
实地祭扫人数；严禁祭扫人员携带烟花
爆竹进入公墓，积极引导群众用鲜花代
替纸钱祭奠先人，倡导绿色生态文明殡
葬新风尚。

《通知》还要求，各市县要切实落
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全面排查掌握
本辖区内计划返琼参加清明节祭扫
的华侨等境外人员情况，并积极发挥
侨联、直系亲属的联系作用，通过适
当方式提前告知疫情期间我省对境
外人员的服务管理措施。对返琼的
境外人员，按照我省现行防疫政策进
行服务管理，即对过去 14天内有疫
情发生国家或地区旅居史的，均要在
入琼口岸地（海口、三亚、琼海）设立
的医学观察点，进行集中医学观察14
天。在集中医学观察点期间产生的
有关费用自理，若出现境外输入病
例，其医疗费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

行分类处理。
清明节期间，省民政厅设立省

清明节工作办公室，安排专人值
班，统筹协调地方清明节祭扫工
作。各市县也要设立相应工作机
构，遇有突发事件，要及时向省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省民
政厅、当地党委政府汇报。执行清
明节祭扫情况日报制度，省清明节
工作办公室汇总情况报送民政部
和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
部。认真总结清明祭扫工作，及时
报送清明节祭扫工作总结，重大情
况按规定及时报告。

（策划/撰文 刘超 刘小勇）

据悉，各市县要继续落实《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做好清明节期间文明祭扫
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精神，按照属地
管理要求，落实市县主体责任，做好祭
扫保障工作。

为加强组织领导。《通知》要求建立
健全党委政府负责人牵头，宣传、民
政、公安、卫健、应急、消防、交通、林
业、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部门密切配
合的应急处置机制。成立清明节祭扫
工作专班，明确分工、落实责任，按照
职责分工，落实防控和相关应急措施，
做好疫情防控、宣传引导、交通疏导、

现场管控、秩序维护、防火安全以及规
范祭扫用品销售、服务收费等行为，及
时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同时制定
详尽的风险防控预案，明确应急措施
和处置流程，既充分考虑群众祭扫需
求，又确保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通知》还要求开展隐患排查。各
市县要及时组织人员，对重点部位、重
点环节、重点场所全面开展隐患排查
整改，从源头消除火灾、踩踏等各类安
全风险，严防发生各类安全事故；强化
祭祀用火管理，严禁在森林防火区内
扫墓上坟点香烛、烧纸钱、放鞭炮；严

禁在森林防火区内吸烟、野炊及其他
野外用火；对较为分散的农村公益性
墓地、集体埋葬点、散坟，要压实乡镇
（街道）及村（社区）责任，全面开展排
查，建立台账，设立哨卡，避免祭扫群
众扎堆聚集,严防发生森林火灾等事
故；要加大对违规用火查处力度，对肇
事者严格处罚。

在加强宣传引导方面。各市县宣
传、文明办、农业农村等部门要大力宣
传疫情防控和清明节祭扫服务管理政
策措施，引导广大群众自觉遵守疫情防
控要求，倡导移风易俗、尊重生命、绿色

文明的殡葬新风尚。加强殡葬服务机
构防范，各市县提前备齐备足殡葬服务
机构口罩、消毒液、测温枪等防疫物品，
按照有关工作指引要求，落实岗位责
任，加强防控培训、应急演练、机构安全
等工作，做到科学规范防控无死角，切
实守护好服务对象和自身安全。

各市县要抽调机关党员干部下沉
到各公墓、殡仪服务机构参与祭扫服
务，保障一线力量充足。同时组织动员
志愿者参与清明节祭扫人员引导、秩序
维护、环境保障等服务工作，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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