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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
情况予以公示。

陈文平，男，1968年9月出生，湖
北罗田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在
职法律硕士学位，1991年7月参加工
作，1995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院
长，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省委办
公厅组织人事处处长，省委督查室主
任，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
长。现任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
员、副院长，拟任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党组副书记（正厅级）。

陈 屿，男，1976年9月出生，海
南临高人，汉族，中央党校研究生学
历，2000年7月参加工作，1998年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海南
省委委员、常委、宣传部部长、工农青
年部部长、党组成员、副书记。现任共
青团海南省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书记，
兼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拟任共青团
海南省委员会党组书记、书记。

刘 旭，男，1975年4月出生，湖北
松滋人，汉族，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法
学学士学位，1998年11月参加工作，
199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
南省海口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党组成员、
副主任，美兰区人民路街道工委书记
（副处级），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
任，市委副秘书长。现任海口市委副秘
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拟任海南省委
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刘利波，男，1974年5月出生，湖
南道县人，汉族，大学学历，在职文学
硕士学位，副教授，1997年9月参加
工作，1996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海南省琼州大学（琼州学院）
团委书记，团省委组织部调研员、机关

党委专职副书记、常委、组织部部长，
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省社会主义学
院）科研处调研员、副处长，组织人事
处处长，教务处处长，三沙市委办公室
副主任（挂职）。现任海南省委党校
（省行政学院、省社会主义学院）教务
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拟任海南省委党
校（省行政学院、省社会主义学院）党
委委员、教育长（试用期一年）。

林 鹏，男，1971年9月出生，海
南文昌人，汉族，大学学历，在职法律
硕士学位，1993 年 7 月参加工作，
199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
海南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团委书记，五
指山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琼海
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省纪委监
察厅案件审理室副处级纪检员（监察
员）、正处级纪检员（监察员），调研法
规室主任，省委巡视机构正处级巡视
专员，省委巡视办综合指导处处长。
现任海南省委巡视办巡视工作处处
长，拟任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委委员、纪
工委书记（试用期一年），提名为洋浦
经济开发区监委主任人选。

刘峰松，男，1968年5月出生，湖
北鄂州人，汉族，中央党校研究生学
历，法学学士学位，1992年9月参加
工作，199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海南省人事劳动保障厅办公室副
主任、组织人事处副处长兼《中国人事
报》《中国劳动保障报》驻海南记者站
站长、组织人事处处长兼厅党组纪检
组副组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农民工办公室主任，万宁市委常委、副
市长（挂职），琼中县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县委党校校长、县编办主任，省委
组织部组织处处长、组织一处处长，省
委党建办综合秘书组组长，省委非公

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委专职副
书记。现任海南省委组织部部务委
员，拟任中共定安县委委员、常委、书
记（副厅级）。

丁 飞，男，1972年7月出生，海
南海口人，汉族，中央党校研究生学
历，1995年 10月参加工作，民进会
员，工程师。历任海南省建设培训与
执业资格注册中心副主任，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信息中心主任，万宁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挂职），省建设工程质
量安全监督管理局局长。现任海南省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局局长兼
省人防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站长，民
进省委会副主委，拟提名为海口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人选。

凌 云，女，1973年3月出生，湖南
衡阳人，汉族，在职大专学历，1990年7
月参加工作，200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海南省三亚市委政法委办公
室主任，海口市海洋和渔业局办公室主
任，市海洋和渔业监察支队政委，秀英
区委常委（挂职），秀英区人民政府副区
长，龙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
现任海口市龙华区委书记，拟提名为海
口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人选。

周燕华，女，1965年11月出生，四
川广安人，汉族，研究生学历，农学硕
士、在职理学硕士学位，工程师，1988
年7月参加工作，1996年1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海南省林业局计划财务
处副处长、发展计划与资金管理处处
长、党组成员、副局长，省农业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现任三亚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拟任中共三亚市委委员、常委。

杨卫国，男，1970年5月出生，湖
北石首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在

职法学博士学位，1989年9月参加工
作，199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调研
员，市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市法制局党组书记、局长，市纪委副
书记（负责常务工作）、监察局局长。现
任海口市纪委副书记（负责常务工作）、
监委副主任，拟任海南师范大学党委委
员、纪委书记（试用期一年）。

邓少辰，女，1968年11月出生，
海南陵水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
在职国际管理硕士学位，1990年9月
参加工作，199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内资
企业注册处副处长、调研员，政策法规
处调研员，机关团委书记，三亚市工商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机关工会主席，万宁市人民政府副
市长（挂职），省纪委驻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纪检组副组长，省纪委监委驻省
司法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现任海南
省纪委监委驻省委组织部纪检监察组
副组长，拟任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党委
委员、纪委书记（试用期一年）。

杨 军，女，1969年5月出生，江
苏吴江人，汉族，大学学历，在职工商
管理硕士学位，1991 年 8月参加工
作，199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
任海南省工业经济与信息产业局轻工
业处副处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
品工业处副处长、处长，中小企业处处
长，政策法规处处长，省跨海工程筹建
办公室（铁路办）综合处处长，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铁路建设办公室主任、
社会发展和就业处处长、社会发展处
处长。现任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社会发展处处长、一级调研员，拟任海

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提
名为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
选（试用期一年）。

曾照宇，男，1970年3月出生，海
南儋州人，汉族，大学学历，法学学士
学位，1991年7月参加工作，1995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三
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
调研员，个体私营处副处长，政策法规
处处长，省纪委监察厅驻省工商局纪
检组副组长、监察室主任，宣传教育室
主任，第四派驻纪检组（监察室）副组
长，海口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现任海南省纪委监委办公厅副主任，
拟任海南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
委委员，省纪委监委驻省旅游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纪检监察组组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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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5月 12日至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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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n-
an.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20年5月11日

公 告

2020年5月12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郭景水 美编：王凤龙A02

海南代表团赴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
服务保障工作会议召开
截至目前海南代表团
共征集议案草案4件、建议草案30件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李磊）5月11日下
午，海南代表团赴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服务保障
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会议听取了海南代表团工
作人员有关工作分工、议案建议工作准备情况等
内容的汇报，就服务保障工作作出安排和部署。

海南日报记者从会议上获悉，截至5月11
日，经过对议案草案、建议草案进行核对、筛选，海
南代表团共征集议案草案4件、建议草案30件。

这4件议案草案包括，“关于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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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狱法》的议案”“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的议案”等。

在30件建议草案中，“关于支持海南开拓商
业航天市场的建议”“关于支持智慧海南建设的建
议”“关于加快社会信用立法，完善信用法律法规
体系的建议”等 5件建议草案内容较好地反映了
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需要，建议以代表
团名义提出。

会议指出，此次大会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特殊时期召开，海南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要提高
认识、强化责任，团结协作，在行动上要严格遵
守大会纪律和疫情防控要求，服从组织各项安
排，认真做好会议期间各项疫情防控工作，为海
南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依法履职提供热情周
到的服务。

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俊委托，省人大常
委会秘书长林泽锋主持会议。

全省检察机关自贸港建设系列专题讲座开讲

提升检察系统服务保障
自贸港建设能力水平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杨帆）5月11日下午，全省检察机关“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
设”系列专题讲座正式开讲，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系
统视频直播，为全省2000余名检察干警带来首场
《加快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专
题讲座。

据悉，作为海南检察机关“我为加快推进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活动的一项重要举措，省检
察院决定从2020年5月开始，通过邀请省内外知名
专家学者，以视频培训形式陆续开展专题讲座，教育
引导全省检察人员强化政治理论和形势政策学习，
提升服务保障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能力水平。

在5月11日的讲座中，中国（海南）改革发展
研究院、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从建设自贸港的战略背景、战略意义、战略任务、
战略行动以及疫情冲击下的战略举措等五个方
面，就加快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作了全面讲解。讲座气氛活跃，在提问环节，迟
福林还就制度、法律、人才、能力和检察应对等方
面的问题，与现场检察干警进行了深入交流。

本次讲座由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路志
强主持。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林
娟 陆羿锜）连日来，南方电网海南电
网公司海口供电局营销管理员蔡若
珺跟着5G铁塔公司片区负责人赴海
口多个小区查看电源点分布情况，只
为增设安装一只通信基站用电分表。

这么做主要是为了配合政府超常
规推进电力抄表到户，实现基站由电
网公司直供电，切实降低用电成本，更
好地保障5G基站安全可靠用电。

“那个就是5G基站铁塔。”蔡若
珺指着不远处一个高高的类似电线
杆的圆柱形物体说，这个铁塔上面
装有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的
5G通信基站，可以覆盖周边200米
的范围。

据了解，今年我省加快了5G基
础设施建设步伐，特别是海口、三亚、
琼海博鳌等重点地区5G基站数量呈
现出快速增长趋势。

为大力支持全省5G网络建设，
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加强与政府
部门、通信企业常态沟通，召开座谈
会，主动了解基站建设规划和用电需
求做好供电服务保障。

“我们将全力支持5G网络建设，
大力推行线上办电服务，简化内部办
理流程，从办电申请到完成送电，
低压报装最快 1 天内即可完成。”
三亚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副经理陈
春理介绍。

“五一”过后，海南电网就立即推

出多项超常规优化通信基站供电服
务举措，进一步优化基站供电服务模
式，打通基站供电服务“最后一公
里”。

据介绍，在通信企业与现有转供
电主体达成协议后，各供电局将按照

“集团化服务”方式受理报装，进一步
精简办电流程；同时大力推进通信基
站用电“抄表到户”改造工作，配合通
信企业对存量的4G等通信基站，逐
步实现抄表收费到户，降低通信企业
用电成本。

此外，海南电网还开通绿色通
道，提供“一对一”和“批量报装”服
务，确保基站按期投产。

近日，在了解到三亚市5G通信

基站建设地址分散、数量多的情况
后，三亚供电局就超常规开辟了办电

“绿色通道”，明确基站可统一打包申
请办电，在接到办电申请后由客户经
理上门收取办电资料，并提供办电咨
询、供电方案制定、竣工检验等全过
程服务，实现客户办电“一次都不
跑”。

同时，该局还对内部办电流程进
一步优化，将基站办电流程从之前的
5个减少到现在的2个环节，确保5G
通信基站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通电。

据统计，截至目前，海南电网公
司已累计为约1.3万个各类基站提供
直供电服务，这些基站主要集中在农
村、农林地、山地等地区。

海南电网超常规推进办电报装模式

助力我省5G基础设施建设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郝少波

为抢回被疫情耽误的工期，加快
海南自贸港先行区示范区建设，4月
15日，洋浦工委管委会出台30条超
常规举措，其中有推动重点项目加快
建设、竣工投产的超常规举措，加强对
重点项目的支持、服务力度，主动靠前
帮助企业解决难题。同时全面建立服
务企业联系人制度，企业反映诉求24
小时内响应，3天内形成成熟意见，7
天内反馈办理结果。

杭萧钢构洋浦智能建筑出口加工
项目4月13日开工，100天建好1号
厂房，实现产品下线，将比计划工期提
前50天。但在施工过程中，负责项目
施工的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项
目执行经理吴登发现平整土地清表
困难大，现场堆放很多碎石、建筑垃
圾和生活垃圾，请求洋浦支援。洋浦

工委管委会负责人提前介入，召开专
题座谈会，帮助企业解决项目百日建
成投产的难题，安排及早清理工地周
围场地。

洋浦新英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启动服务企业联系人工作机制，从4
月23日开始，出动6台挖掘机、4辆铲
车、43辆12轮自卸车，进入杭萧钢构
洋浦智能建筑出口加工项目施工现
场，对积存的碎石、建筑垃圾和生活垃
圾进行集中清理，共清理碎石、建筑垃
圾和生活垃圾将近3万立方米，为项
目提前50天竣工创造条件。吴登说：

“我们有信心100天建好1号厂房，实
现产品下线。”

洋浦工委管委会建立服务企业联
系人制度，给每家企业配备一名联络
员，“一对一”服务企业，形成企业反
映的诉求24小时内响应，3天内形
成成熟意见，7天内反馈办理结果的
工作机制，以超常规的举措和速度

推动项目建设，确保完成全年经济
目标。

园二路、园四路、浦四路等项目是
石化功能区配套的基础设施项目。其
中浦四路需征地约148.93亩，部分用
地涉及100万吨乙烯项目取土区地
块。施工企业希望该地块尽快完成征
地，为项目下一步的施工创造条件。
洋浦三都区办事处加快征地搬迁进
度，采取超常规举措，抽调136名各级
干部对疏港大道二期、碳五碳九、园四
路等9个项目开展征地工作。从4月
16日到21日，6天时间共详查、确界、
丈量土地1266亩，清点登记青苗909
亩，为下一步顺利推进征地搬迁和项
目建设打下坚实基础。“浦四路涉及乙
烯取土区地块的部分已完成丈量，近
期即可跟农户签订协议。”三都区党委
书记、办事处主任陈晓全说。

洋浦国际海产品及冻品物流产
业园项目投资 5亿元，主要覆盖海

产品、冻品加工、贸易，冷链物流、产
业融资、供应链云平台，食品配送
等，建设面积 4.2 万平方米，包括 5
个生产厂房、一个大冷库和一栋办
公楼。在 4月13日开工后，投资方
考虑到客户的需求，想将原来规划的
3层办公楼调整为5层，在接到投资
方的诉求后，洋浦规划局承诺1天内
审批下来。“我们正在制作正式的变
更申请文本，明天可报送上去。”海南
洋浦康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工程
师王乐平说，洋浦的职能部门办事效
率确实高，公司因此决定调整工期，
力争180天内 1号生产厂房和大冷
库建成投产，290天内实现全厂建成
投产。

洋浦实行投资项目“红黄绿灯”管
理制度，进度稍有滞后但预计将在第
二季度抢回进度的项目标黄，进度滞
后较多预计在下半年抢回进度的项目
则标记为红色。及时上门发现“黄绿

灯”重点项目工地存在的问题，帮助解
决难题。

“没有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工期
会滞后很多。”原本计划是今年4月投
产的洋浦新奥泛能微网一期项目，受
疫情影响，缺施工人员，工期延误了2
个多月，投资企业很着急。洋浦工委
管委会出面帮助企业招工人，使项目
及时复工。“为了赶在7月1日左右投
产，我们安排多个工作面同时施工，把
耽误的工期抢回来。”洋浦新奥能源发
展公司总经理丰礼说。

洋浦工委书记周军平说，超常
规的举措要有超常规的干劲，对于
近期工委部署重点项目建设等任
务，要天天盯、天天干，创造新的自
贸港速度，加快推进续建、新建项
目建设进度，确保所有续建项目今
年全部竣工，所有新开工项目尽早
开工。

（本报洋浦5月11日电）

洋浦主动靠前帮助企业解决难题，全面建立服务企业联系人制度

企业诉求24小时内响应 7天内反馈结果

我省要求新建及在建住宅小区
全部实行电力抄表到户

本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杨洲）海南日报记
者从省住建厅获悉，该厅5月8日印发《关于新建
住宅小区全部实行电力抄表到户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要求自5月8日起，全省新建及在建
住宅小区供电设施建成后，由建设单位统一将资
产移交供电企业，由供电企业负责实施电力抄表
到户和维护管理。

新建住宅小区指的是自5月8日起，新申请
施工图审手续的住宅小区，在建住宅小区指5月8
日前尚未竣工验收的住宅小区。《通知》要求，新建
住宅小区在办理施工图审查手续时，各图审机构
要按照《海南省新建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技术规
范》要求，对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有关设计情况
进行严格审查；新建及在建住宅小区在办理商品
房预售许可前，建设单位应与供电企业签订住宅
小区供配电设施资产移交协议；已取得商品房预
售许可的在建住宅小区，建设单位在组织开展竣
工验收前，应与供电企业签订移交协议，在组织
开展竣工验收时，应通知供电企业参加；住宅小
区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由建设单位按移交协议
与供电企业办理移交手续，将供配电设施、设计
施工和竣工验收等技术资料文件一并移交供电
企业。

陵水出台
急需紧缺人才认定办法
认定对象不受国籍户籍限制
可不落户购房购车

本报椰林 5月 11日电（记者梁
君穷）海南日报记者5月 11日从陵
水黎族自治县县委组织部获悉，为
积极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建立健
全急需紧缺人才认定管理机制，近
日陵水出台了《陵水黎族自治县急
需紧缺人才认定办法（试行）》（以下
简称《办法》）。

《办法》明确了陵水急需紧缺人才
的认定范围与条件、认定标准编制与发
布、认定程序和认定管理等方面内容。
《办法》明确急需紧缺人才的认定对象
不受国籍、户籍限制，凭在陵水签订全
职工作3年及以上的劳务合同，并依
法缴纳社保和个人所得税者即可申
请。并根据每年度结合陵水产业、行
业发展需求制定的《陵水黎族自治县
急需紧缺人才目录》中涵盖的岗位范
围进行认定。急需紧缺人才认定工作
常年分批受理，认定后的有效周期为1
年，经认定的急需紧缺人才将纳入该
县人才信息库管理服务。

《办法》规定，认定为陵水急需紧
缺人才的，可享受不落户购房、购车，
放宽年龄限制申请人才住房租赁补
贴或购房补贴等政策。制定急需紧
缺人才认定办法，目的在于通过急需
紧缺人才认定，使人才优惠政策落到
实处，让人才到该县“最迫切”“最急
需”的岗位工作，吸引各类优秀人才
到该县干事创业，积极参与陵水的经
济社会建设。

◀上接A01版
重点督促建筑工地、学校、医院、宾馆、旅店等场所
加强防蚊设施和手段建设，积极推广使用安全有
效的蚊香、灭蚊灯等药械，多举措做好防蚊灭蚊和
个人防护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为保证该项行动有效推进，该
市强化责任分工，明确任务落实到具体区、部门单
位，做好蚊媒监测和报告工作，坚持以环境治理为
主，药物消杀为辅的综合防制原则，依托专业公司
做好蚊媒防制工作，确保蚊媒消杀效果，为市民营
造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

据悉，今年以来，三亚大力开展病媒生物防制
行动，降低病媒生物传播疾病的风险隐患。仅4
月，三亚共出动人员3842次，清除蚊蝇孳生地
3999处，消杀面积达420.7万平方米。

三亚启动“清洁家园、
灭蚊防蚊”百日行动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特约记者
张振豪 通讯员陈光前 辜振成）“海
关主动上门，了解企业复工复产实际
困难，引导我们使用关税保证保险，
免去器械暂进参展支付保证金压
力，真正为企业排忧解难。”近日，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区内企

业海南一龄医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国际合作处处长石锐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

5月6日，海口海关所属文昌海
关成功受理该企业《关税保证保险
单》，担保额度400万元，企业仅须支
付2万元保险费。5月7日，完成该

票关税保证保险担保货物暂进报关
手续，货物顺利出仓，参加乐城先行
区国际创新药械展。

关税保证保险是海关总署贯
彻落实国务院进一步提效降费部
署的政策措施，相比传统银行担
保，办理手续简单，不需要占用企

业自有资金和银行授信额度，可以
有效降低企业资金占用成本，缓解
企业资金周转压力。一龄公司相
关医疗器械货值 157.3 万欧元，未
实施关税保证保险制度前，企业需
要缴纳 350 余万元人民币的税款
担保。

海关推行关税保证保险

支持乐城先行区内企业复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