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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黎族自治县委原常委、县公安局
原党委书记、局长林飞被提起公诉
涉嫌受贿罪

本报海口12月17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
日报记者12月17日从省检察院获悉，乐东黎族自
治县委原常委、县公安局原党委书记、局长林飞（正
处级）涉嫌受贿罪一案，日前由海南省人民检察院
第二分院向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
林飞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林飞，
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海南省人民检察
院第二分院指控：被告人林飞利用其担任乐东黎
族自治县委常委、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的职务
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
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省交警公布全省93个
危化品运输车辆限行区域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魏川博）为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日前，省交警总队公布了全
省93个危化品运输车辆限行区域。

据介绍，为进一步加强危化品道路运输交通
安全管理，防范化解交通安全风险隐患，预防危化
品运输车辆道路交通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
有关法律法规，全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分别
划设了辖区危化品运
输车辆限行区域及管
理措施。

海南交警提示：
请有关运输企业及危
化品运输车辆驾驶人
严格遵守，如有违反
规定进入限行区域
的，将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予以处罚。

扫码看危化品
运输车辆限行区域。

本报讯（记者尤梦瑜）日前，由
省委组织部、省委人才局、省卫健委
组织开展的“知名京医海南行”活动
顺利结束。

活动期间，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等27家医院的51位
知名京医，针对我省提出了卫生健康
领域50条精准需求，并深入海口、三
亚、儋州、琼海等4个市县，赴省人民
医院、海口市人民医院、三亚中心医
院、儋州市人民医院、琼海市人民医院
等19个医疗机构，开展疾病诊疗、科
室建设、学术攻关、教学指导等服务活

动，传授现代医院先进管理理念和临
床技术，成效明显。

在短短5天的活动中，京医专家
主刀完成门静脉切开取栓成形术和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2台手术，其中
门静脉切开取栓成形术为我省首例，
实现零的突破。活动期间，京医专家
们还开展义诊，服务80人次，让本地
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端专
家的医疗服务；进行专题讲座67场，
1902 人次参加；开展病例分析 141
例，本地医护人员参加达996人次；
与本地医疗院所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22项。
在海南期间，多位京医专家发挥

所长，在本地医疗院所悉心指导、开展
有关工作。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教
研室主任王任直在海南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神经外科指导时，以《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技术在神经系统疾病诊治中
的应用》为题带来专题讲座，为医院解
疑释惑，并与院方达成了长期合作意
向。王任直也被聘为该院客座教授，
将不定期莅临指导。

深入一线，传经送宝，首都医科大
学宣武医院中心实验室主任王蓉对省

人民医院中心实验室的建设发展提出
指导性建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血管
外科主任张宪生参加了第一届南海介
入论坛，并以《周围血管疾病的诊断和
治疗》为题做了专题演讲，反响强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
科主任单晶、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主
任宋蕊到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热
带病（感染病）科会诊3例疑难病例，
为科室医生如何开展业务工作和临床
研究进行了详细指导；中日友好医院
中西医心内科主任医师黄力围绕学术
理念、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对省中医

院未来发展提出具体建议，并表示将
积极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助力省
中医院建设……

主办单位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
活动为契机，加强与京医专家的对接
联系，探索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巩固服
务活动成效。同时，将通过柔性引进、
团队带团队、建立工作室、选派骨干到
有关医院进修学习等方式，探索建立
医院间长期帮扶合作机制，充分利用
京医资源推动海南卫生健康服务水平
提升，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长效智
力支持。

知名京医为海南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把脉问诊”

聚焦薄弱环节 发挥引领作用

■ 本报记者 良子

“这荣誉不代表我个人，属于海南
全体公安民警。”12月16日，刚刚荣
获全国公安“百佳刑警”称号的省公安
厅刑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查支队一大
队大队长符朝泽，在接受海南日报记
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作为我省唯一的全国公安“百佳
刑警”荣誉称号获得者，符朝泽在刑侦
战线上奋斗了11年，是赫赫有名的扫
黑老兵，他累计参加全省数十个重特
大专案行动，直接参与侦破了全国扫
黑办挂牌督办的黄鸿发家族特大黑社
会性质组织案，省扫黑办挂牌督办的
屯昌郭斌、临高符聪、五指山“月亮
帮”、五指山“烟酒帮”等黑社会性质组

织案，还参加侦破乐东“10·18”专案、
王某被拐卖积案等一系列有广泛社会
影响的重特大案件，先后荣获个人二
等功2次、个人三等功2次。

临危受命：
侦破1号案件迎开门红

“选择当刑警，就意味着选择了无
畏、责任、挑战，我无怨无悔。”这是符
朝泽对刑警的理解和认识。

2018年初，符朝泽临危受命，负
责牵头侦办海南省扫黑办挂牌督办
的1号案件——屯昌县郭斌犯罪团
伙案件。

“当时案件已由当地公安机关侦
查数月，一直没取得突破性进展，甚至

出现犯罪嫌疑人威胁办案民警的恶劣
现象。”与符朝泽一同办案的陈警官介
绍，接到任务后，符朝泽立即组织专案
组重新梳理案情、调整侦查策略，对拒
不交代的重点犯罪嫌疑人果断采取异
地羁押、分化瓦解、重点突审等措施，
对不愿配合的群众反复登门拜访作思
想工作。

“他工作有魄力，办案机智又果断，
很有冲劲。”陈警官说，经过半年多的连
续奋战，终于查清了郭斌黑社会性质组
织长期在屯昌地区垄断椰子批发市场，
涉嫌故意杀人、贩卖毒品、开设赌场、敲
诈勒索、强揽工程等违法犯罪活动。

郭斌犯罪团伙案件的破获，为
海南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开
门红。

迎难而上：
完成特大涉黑案报捕工作

2019年1月，符朝泽被抽调到海
南省公安厅“10·26”专案组，参与黄
鸿发家族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的
侦办。刚到岗，符朝泽就针对办理黑
社会性质组织案件的300余名参战民
警进行了培训。但要在短短一个月内
让没有涉黑案件办理经验的民警通过
培训，完成对164名犯罪嫌疑人的报
捕工作，是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总能靠坚强的意志克服困难和
挑战，没有半点退缩。”省公安厅刑警总
队二大队大队长陈毓诗对符朝泽赞不
绝口。一个月时间内，材料组民警在符
朝泽的带领下常常加班至凌晨，他本人

更有半个月睡在办公室。凭借着高度
的责任感，他和战友最终顺利完成了
164名犯罪嫌疑人的报捕工作任务。

“工作中，他亲力亲为，每次抓捕
他都冲锋在前。”陈毓诗说，符朝泽长
期与一线民警并肩参与黑社会性质组
织案件的侦办，办案中他总是主动承
担“最难啃的骨头”。

一年到头，符朝泽的大部分时间
都“在路上”，这也是他常挂在嘴边的
话。为查办一起跨省敲诈勒索案，他
曾一天之内狂奔3个省份。

扫黑除恶，任重而道远。符朝泽
就像一个旋转的陀螺一刻不曾松懈，
用实际行动充分践行了一名人民警察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的使命和
担当。 （本报海口12月17日讯）

全国公安“百佳刑警”、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查支队一大队大队长符朝泽

扫黑老兵 除恶尖刀

■ 本报记者 谢凯

在五指山，独特的气候条件在这
里孕育出一种独特的植物，成为大自
然给当地百姓的宝贵馈赠，这就是忧
遁草。

为更好地利用忧遁草，发挥忧遁
草独特的经济效益、生物效益、品牌效
益，由五指山市人民政府和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海南（五指山）产
业发展论坛将于12月20日在该市水
满乡举行。

忧遁草学名鳄嘴花，是一种天然
草药，在海南五指山被称为接骨草。一
直以来，在五指山等地，当有人发生骨
折、割伤时，黎族老人习惯将此草捣碎
敷在创口，以此起到消炎镇痛的功效。
资料显示，忧遁草在我国主要分布于
华南热带地区，主产于海南热带雨林分
布区，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少有分布。

本次产业发展论坛以“健康引领
绿色兴城”为主题，旨在探讨以五指山
特产忧遁草为内容的健康产业发展，
深度挖掘海南健康产业资源，同时为
各界人士提供一个政产学研用交流融
合的平台，持续为大健康产业的发展
献计献策，以此推动五指山市和海南
省的健康产业发展。

据了解，此次论坛在专家学者、科
研机构代表、政企人员多方参与的背
景下，旨在塑造五指山忧遁草品牌，树
立忧遁草品牌形象，展示五指山忧遁
草广阔的产业发展和市场前景。“让更
多消费者和商家发现、认识、了解忧遁
草，推动五指山优遁草走向规模化、产
业化、品牌化。”论坛组委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论坛内容设置丰富，形式
创新。整场论坛活动包含开幕式、品
牌故事·产业发展、专题报告、产业论
坛及对话等环节，全方位梳理五指山
忧遁草特色产业发展脉络，解读忧遁
草的功效及其科研成果，为五指山以
忧遁草产业为代表的健康产业发展汇
聚各方智慧。

农业是五指山重要的产业。近年
来，五指山不断调整农业产业布局，完
善农产品种植养殖结构，努力提升一
批特色热带山地高效产业，着力打造
山地王牌农业产业，增加热带特色农
产品供给，服务万家百姓。

依托原生态的环境和资源，鼓励
农户种植忧遁草，是五指山市政府近
年来大力扶持的农业产业。该市的忧
遁草产业种植以“公司+合作社+农
户”或者“党支部（村委会）+公司+农
户”等多种经营模式为主。目前，五指

山市忧遁草累计种植面积已经超过
3000亩，全市有1000多户农户参与
忧遁草种植产业。

据介绍，五指山忧遁草采取原生
态种植，不使用农药和除草剂，在种植
环节做到绿色无公害。此外，忧遁草
中类黄酮含量较高，维生素C、粗蛋
白、膳食纤维、矿物质等物质含量丰
富，含有17种氨基酸，磷、钙、镁等矿
物质，此外还含有一定的微量元素铁、
锌、锰、铜、镍等，对人的身体具有较好
的养生和保健价值。

五指山忧遁草采摘之后多包装成
鲜叶、干叶、茶叶、粉剂、酵素等产品出
售，近年来五指山还紧跟市场趋势，开
发了忧遁草饮料等产品。如今，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养生保健
的市场需求也越来越大，本地忧遁草
企业已开始瞄准养生保健市场。

“刚才又有3个客户打电话预定
忧遁草，我要赶紧备货去。”12月17
日，五指山某忧遁草企业负责人骆禄
清带着工人在公司里忙碌着。随着五
指山忧遁草的名气越来越大，公司的
发展也逐渐走上正轨，骆禄清对忧遁
草产业充满信心。

据骆禄清介绍，她的忧遁草产品
在销售上坚持线上线下同时运作，粗

略估计一年的交易额超过100万元，
客户群体则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福
建、辽宁、黑龙江、重庆等地。

下一步，骆禄清还打算继续开拓
市场，忧遁草的种植规模也要进一步

扩大。“企业想要发展得更好，还要加
强技术研发，与一些科研机构和专家
合作，这次论坛也给企业提供了契机，
让我可以跟‘大咖’们一起交流。”骆禄
清说。 （本报五指山12月17日电）

海南（五指山）健康产业发展论坛将于20日开幕

搭建交流平台 共话忧遁草产业发展

广告·热线：66810888

白沙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二、竞买资格要求(一)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
织，均可申请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需
按照规定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
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二)具有
下列情形的不得参加本次挂牌出让。1.在白沙县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
因造成土地闲置，并未及时纠正的；2.在白沙县行政辖区内存在通过恶
意串通等非法手段竞得建设用地的、竞得土地后不及时签订成交确认
书或出让合同的，或拖欠土地出让金且未及时改正的；3.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录等失信主体；三、本次挂牌出让
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规定时间内到
我局查询和购买《白沙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
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竞买。四、申请人可于规
定时间内到我局提交书面申请。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1年01月16日16:30前确认其竞买
资格。五、时间与地点（北京时间）1.领取竞买手册及提交竞买申请时
间：2020年12月20日09:00——2021年01月16日16:00（逾期将不
受理竞买申请）；2.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2021年01月16日16:00（以
到账为准）；3.挂牌时间：2021年01月08日09:00——2021年01月
18日16:30；4.挂牌现场会时间：2021年01月18日16:30；5.挂牌地
点：海南省政府会展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大厅。六、开发
建设要求（一）竞得人须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同
时，与白沙黎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
入协议》，并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
约责任。（二）该宗地需建设商业项目。（三）竞得人在足额缴纳全部成交
价款和相关税费后，依照规定程序办理用地和土地登记手续。竞得者
须从获得土地之日起半年内动工建设，宗地内整体建设必须在三年内

完成。（四）竞得人取得宗地后须按批准的规划方案进行建设。挂牌宗
地出让后，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擅自更改规划和建设条件。因非企业
原因确需调整的，必须依据相关规定的公开的程序进行，由开发建设单
位提出申请调整规划建设条件而不按期开工的，必须收回土地使用权，
重新按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土地。（五）该宗地若实施装配式建筑，须按
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进行。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按
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竞买人报价低于底价的，
挂牌不成交，由白沙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重新组织挂牌出让。(二)本次
挂牌为上述地块按现状挂牌，具体面积以产权主管部门实际测量为准，多
不退，少不补。(三)目前地块无附着物、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
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
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施工。(四)根据原省国土资源厅等六部门
印发的《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文件规定，控制指标参照
我县标准及实际情况，约定达产时间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低于8000
万元人民币，项目用地投资强度不低于323.4万元/亩，达产年限为5年，
以上控制指标纳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内容。
(五)合同签订和土地出让价款支付。土地出让成交后，应在20个工作
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
自动转为土地出让金。竞得人从合同生效之日起60日内付清土地出
让金。挂牌出让成交价款不含任何税费。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联
系地址：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方溪路8号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系人：
黄女士联系电话：0898-27715862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
cn/ggzy；http://lr.hainan.gov.cn；http://www.landchina.com

白沙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8日

经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白沙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一、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白自然资让告字〔2020〕14号

土地位置

白沙县元门乡原白
沙水泥厂

地块编号

2020-BSYM-11

土地面积

16491.28m2

土地用途

商务金融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R≤1.5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30%
建筑限高

≤35米
起始价

751万元

竞买保证金

751万元

白沙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二、竞买资格要求(一)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
织，均可申请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需
按照规定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
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二)具有
下列情形的不得参加本次挂牌出让。1.在白沙县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
因造成土地闲置，并未及时纠正的；2.在白沙县行政辖区内存在通过恶
意串通等非法手段竞得建设用地的、竞得土地后不及时签订成交确认
书或出让合同的，或拖欠土地出让金且未及时改正的；3.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录等失信主体；三、本次挂牌出让
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规定时间内到
我局查询和购买《白沙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
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竞买。四、申请人可于规
定时间内到局提交书面申请。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1年01月16日16:30前确认其竞买资
格。五、时间与地点（北京时间）1.领取竞买手册及提交竞买申请时间：
2020年12月20日09:00——2021年01月16日16:00（逾期将不受
理竞买申请）；2.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2021年01月16日16:00（以到
账为准）；3.挂牌时间：2021年01月08日09:00——2021年01月18
日15:30；4.挂牌现场会时间：2021年01月18日15:30；5.挂牌地点：
海南省政府会展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大厅。六、开发建
设要求（一）竞得人须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同时，
与白沙黎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
协议》，并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
责任。（二）该宗地需建设商业项目。（三）竞得人在足额缴纳全部成交价
款和相关税费后，依照规定程序办理用地和土地登记手续。竞得者须
从获得土地之日起半年内动工建设，宗地内整体建设必须在三年内完

成。（四）竞得人取得宗地后须按批准的规划方案进行建设。挂牌宗地
出让后，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擅自更改规划和建设条件。因非企业原
因确需调整的，必须依据相关规定的公开的程序进行，由开发建设单位
提出申请调整规划建设条件而不按期开工的，必须收回土地使用权，重
新按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土地。（五）该宗地若实施装配式建筑，须按装
配式建筑有关规定进行。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按照
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竞买人报价低于底价的，挂
牌不成交，由白沙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重新组织挂牌出让。(二)本次挂
牌为上述地块按现状挂牌，具体面积以产权主管部门实际测量为准，多
不退，少不补。(三)目前地块无附着物、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
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
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施工。(四)根据原省国土资源厅等
六部门印发的《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文件规定，控制
指标参照我县标准及实际情况，约定达产时间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
低于1亿元人民币，项目用地投资强度不低于212.5万元/亩，达产年限
为5年，以上控制指标纳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内容。(五)
合同签订和土地出让价款支付。土地出让成交后，应在20个工作日内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
转为土地出让金。竞得人从合同生效之日起6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
金。挂牌出让成交价款不含任何税费。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联系
地址：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方溪路8号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系人：黄
女士联系电话：0898-27715862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
cn/ggzy；http://lr.hainan.gov.cn；http://www.landchina.com

白沙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2月18日

经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白沙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一、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

白自然资让告字〔2020〕13号

土地
位置

白沙县元门乡
原白沙水泥厂

地块
编号

2020-BSYM-10

土地面积

31377.27m2

土地
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占20%，餐饮用
地占20%，旅馆用地占60%。

出让年限

4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R≤1.2
建筑密度

≤45%
绿地率

≥20%
起始价

1425万元

竞买保证金

1425万元

种植在五指山市通什镇番赛村的忧遁草。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安全伴你行 建功自贸港”
技能竞赛在定安举行

本报定城12月17日电（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麦世晓）大客车在山区道路行驶中突然刹车失
灵，侧面又有轿车撞上来，伴随着撞击声玻璃破碎
……这是12月17日在定安县举行的2020年度

“安全伴你行 建功自贸港”技能竞赛中，模拟器上
出现的比赛场景。

据悉，举办此次技能竞赛，目的是加强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深入推动“平安交通”创建工作，打造
新时代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职工队伍，提升广大
职工职业技能，促进我省道路运输行业安全发展。

比赛分理论知识竞赛和技能操作竞赛两部
分，在技能操作环节，除了蛇形绕桩、直角转弯、通
过单边桥等项目，还模拟行驶途中爆胎、转向失
控、制动失效等危险情况场景，考核驾驶员应急处
置的反应、措施、方法等。

比赛组委会工作人员介绍，比赛项目和司机的
实际工作贴近，设置的场景在工作中都有可能遇到，
希望借此活动让司机成为技术能手和能工巧匠。

据悉，此次竞赛“安全驾驶技能实操”“道路驾
驶应急处置”两个项目均设一、二、三等奖，其中一
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竞赛时间为
期2天，将于18日落幕。

此次技能竞赛由省总工会、省交通运输厅共
同主办，省农林水利交通建设工会协办，海南海汽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工会、省交通高级技校承办。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2月16日12时-12月17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20

6

6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6

12

12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