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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市人大常委会补选钟业昌为省六届人大代
表。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钟业昌的省六届人大
代表资格有效。

三亚选出的省六届人大代表凌广志调离本省。
依照代表法的规定，凌广志的省六届人大代表资格
自行终止。

文昌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杨保辞去省六届人

大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规定，杨保的省六届人
大代表资格终止。

截至目前，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
表382人。

特此公告。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9月29日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88号

经省委、省政府批准，海南省第一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进驻临高县开展督察。督察进
驻期间（2021年9月16日－9月30日），设立
专门值班电话：0898-28286523，专门邮政信
箱：海南省临高县A002 号邮政专用信箱。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08：00～
12：00、14：30～18：00。根据省委、省政府要

求和督察组职责，督察组主要受理临高县生
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
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
察地方处理。

如发现督察组工作人员存在违纪违法问
题，请拨打督察工作作风监督电话：0898-
65236043。

海南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临高县督察公告
经省委、省政府批准，海南省第二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进驻乐东黎族自治县开展督
察。督察进驻期间（2021年9月16日－9月
30 日），设 立 专 门 值 班 电 话 ：0898-
85527109，专门邮政信箱：海南省乐东县
A003号邮政专用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
话时间为每天08：00～12：00、14：30～18：

00。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和督察组职责，督
察组主要受理乐东黎族自治县生态环境保护
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
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如发现督察组工作人员存在违纪违法问
题，请拨打督察工作作风监督电话：0898-
65236043。

海南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乐东黎族自治县督察公告

决定任命：
汪海鹏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院

长；
郑兰清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院

长。

决定免去：
王萍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职务；
汪海鹏的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院

长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1年9月29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何琼妹为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苗延红为海南省司法厅厅长；
戴贞为海南省外事办公室主任。

决定免去：
许云的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职务；
郑学海的海南省司法厅厅长职务；
王胜的海南省外事办公室主任职务。

任命：
皮修雁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王萍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

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李庆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委员、审判员；
邱隽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委员、审判员；
冯花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

审判庭副庭长；
未锋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

监督庭副庭长；
彭志新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

案庭副庭长；
宋杰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环境

资源审判庭副庭长；

蔡于干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郎爽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马康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环境

资源审判庭副庭长。
免去：

张柏桢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熊大胜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审
判第一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宋杰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第三庭副庭长职务；

蔡于干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环
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徐忠贵的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1年9月29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任命：
陈旭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

察员；
李思阳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检察员；
曾涛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

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王巍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副检察长；
张晖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员。

决定任命：
徐振华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长；
李梅为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免去：
徐振华、陈立新、刘涛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李海洪、陈云鹏、钱晶晶、周力、吴绍维、邹志云

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陈辉、李梅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

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决定免去：

邱隽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长职
务；

张晖的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职务。

免去：
张煜民、吴喜章的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
（2021年9月29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1年9月29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1年9月29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公 告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及有

关规定，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况予以公示。
张周胜，男，黎族，1975年8月生，大学，中共

党员，现任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党委书记，拟任
县（市）党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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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至10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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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nan.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21年9日29日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 通讯员 詹君峰

9月28日上午，在海南环岛旅游
公路洋浦三都区棠柏村段，一台推土
机正在清理路面。“地一征出来我们就
开始清表了，为下一步的路面土建施
工创造条件。”负责洋浦标段施工的中
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易波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洋浦路段长
3.1公里，需要征地126亩，从今年5
月中旬开始正式启动征地工作，到7
月29日签下最后一份征地协议，洋浦
仅用80余天就完成了126亩征地任
务。“主要在于我们落实作风整顿建
设要求，弘扬‘快准实好’工作作风，提

前介入做好群众工作，把矛盾化解在
前头。”洋浦三都区办事处棠柏征地工
作组组长王雄毅说。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洋浦路段占地
126亩，其中三都区棠柏村路段108.64
亩，涉及9个村民小组和一座小型水库，
需迁移坟墓52个，村民小组之间存在
土地权属纠纷，群众意见不一致，不愿
配合。“省里的要求是，5月底要完成
20%征地任务，6月底完成80%，7月底
要100%完成，时间紧，任务重。”王雄毅
告诉记者，为了做好征地工作，三都区
党委统筹办事处包点干部和村委会干
部组成征地工作组，开展征地工作。党
委主要领导与工作组一起利用节假日
时间多次走村入户，做村民思想工作，
争取各方人士支持，为开展征地工作打
下良好的群众基础。

为了摸清自然村之间的纠纷问

题，在征地工作没有开展之前，棠柏村
党支部书记陈世长就请前几任的老支
书进行座谈，详细了解纠纷起因、症结
所在，然后安排村干部进村做村民的
思想工作。“征地工作开始后，工作组
和我们村‘两委’干部就把办公桌安在
村里了，有事没事都往村里跑，不能待
在村委会办公室里。”陈世长说。

今年5月中旬，征地工作正式启
动后，征地工作组党员干部积极发挥
带头作用，挨家挨户访问村庄的高龄
老人，询问有争议地块过往归属情况，
带领村民到田间地头做现场指认。在
带领村民走界时，有的地方没有路，灌
木丛生，工作人员跟村民一道，用砍刀
砍伐开路，硬是用一天半的时间把
108.64亩的征地界线走完，并打下木
桩确认。

征地涉及的塘头水库，有5个村

民小组提出土地权属诉求。为了解决
群众土地使用权归属纠纷问题，工作
组多次组织5个村民小组开会协调，
又请村里的外出干部和乡贤回来分头
做村民的思想工作。“光在塘头村，召
开的会议不下10次，白天谈不拢，晚
上再来，继续谈。”陈世长说，经过征
地工作组和各方人士的不懈努力，产
生纠纷的5个村民小组意见达成一
致，认可了工作组的解决方案。5月
28日，塘头村民小组第一个签下了26
亩的征地协议。

“路通财通，路修好了，交通更方
便了，群众当然配合。”棠柏村村民陈
尚权说，希望旅游公路快点修好通车，
给村里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

最难的“硬骨头”啃下来后，工作
组再接再厉，常往群众家里跑，与群众
交朋友、拉家常，讲政策、摆道理。在

征地工作进入关键的6月份，周末加
班加点是常态，爱人在儋州上班，无法
照顾7岁的女儿，王雄毅便把女儿放
在村委会，自己下村做工作。

7月29日，随着最后一个村民小
组签下征地协议，海南环岛旅游公路
洋浦路段顺利完成征地任务。“三都区
能在80来天的时间完成126亩的征
地任务，在于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政治觉悟高，
能吃苦敢担当。”三都区党委书记陈晓
全说，今年三都区征地搬迁工作涉及
环新英湾滨海大道、横17路、先进制
造业等15个重点项目征地任务，征地
面积大，任务艰巨，为此，三都区将以
党建为引领，结合作风整顿建设活动，
发扬连续作战的工作作风，紧抓征地
搬迁工作，努力完成目标任务。

（本报洋浦9月29日电）

洋浦弘扬“快准实好”工作作风

80余天完成126亩征地任务
全省公安机关“控发案、多破案、
压事故、防事件”工作会议召开

抓好措施落实，确保国庆期间
全省社会治安大局平稳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蒋
升）9月28日，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关10月
份“控发案、多破案、压事故、防事件”工作会议，对
做好国庆期间安保维稳工作再部署。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继续抓好“控
发案、多破案、压事故、防事件”工作，始终把维护
社会稳定置于重要位置，坚决守住不发生群体性
事件的底线。要着力加强重点市县案件防控工
作，带动全省刑事案件发案数再度下降，1月-9
月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上升的市县要进一步增强
大局意识，立足本地看全省，站在全省找差距，决
不能拖全省后腿。要深入研究发案规律特点，找
准问题症结和工作短板，因地制宜采取超常规措
施，补齐短板弱项。要重点预防打击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有力遏制刑事案件高发态势。要积极争
取党委政府重视支持，不断强化各级“平安办”“联
席办”统筹统揽作用，全力推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三年大会战。要全面强化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进一步压降道路交通事故。

就做好国庆期间安保维稳工作，会议强调，要
强化责任担当，坚持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结合开
展“控发案、多破案、压事故、防事件”工作，以战时
标准、战时要求抓好各项措施的落实，确保国庆期
间全省社会治安大局平稳、节日氛围祥和安定。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闫希军主持会议。

“同心向党·百年追梦”
优秀作品展演精彩上演
展现我省统一战线成员
同心向党、砥砺奋进的精神风貌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昂颖 特约记者
何光兴）9月29日晚，海南统一战线“同心向党·
百年追梦”优秀作品展演在海口举行。

本场展演由海南统一战线成员自编自演，共
有“牢记党初心”“建功自贸港”“共筑中国梦”三个
篇章，紧扣“同心向党·百年追梦”主题，回顾了海南
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的光辉历程，展
现了海南统一战线坚持以思想政治引领为圆心，以
改革促发展、创新增活力为半径，画出了海南统一
战线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力量的最大同心圆。

展演在舞蹈《百年征程铸辉煌》中拉开帷幕。
红歌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琼剧《红色娘子
军》片段、情景剧《奋飞自贸港》、歌舞《我和我的祖
国》、朗诵《永不熄灭的灯》等14个精彩节目，热情
讴歌了中国共产党100年来的丰功伟绩，展示了
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中发挥的重
要法宝作用，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全省统一战线成
员同心向党、砥砺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本次展演以“录播+直播”的形式在新华社、
抖音、快手、腾讯、爱奇艺、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旗下
融媒体矩阵等多平台播出。

作风整顿红黑榜

◀上接A01版
习近平指出，要盯牢抓紧生物

安全重点风险领域，强化底线思维
和风险意识。要强化生物资源安全
监管，制定完善生物资源和人类遗
传资源目录。要加强入境检疫，强
化潜在风险分析和违规违法行为处
罚，坚决守牢国门关口。对已经传
入并造成严重危害的，要摸清底数，

“一种一策”精准治理，有效灭除。
要加强对国内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
物安全的管理，严格执行有关标准
规范，严格管理实验样本、实验动
物、实验活动废弃物。要加强对抗
微生物药物使用和残留的管理。

习近平强调，要加快推进生物
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应用，推进生
物安全领域科技自立自强，打造
国家生物安全战略科技力量，健
全生物安全科研攻关机制，严格
生物技术研发应用监管，加强生
物实验室管理，严格科研项目伦
理审查和科学家道德教育。要促
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在尊重科
学、严格监管、依法依规、确保安
全的前提下，有序推进生物育种、
生物制药等领域产业化应用。要
把优秀传统理念同现代生物技术
结合起来，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
用，集成推广生物防治、绿色防控

技术和模式，协同规范抗菌药物
使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习近平指出，要积极参与全球
生物安全治理，同国际社会携手应
对日益严峻的生物安全挑战，加强
生物安全政策制定、风险评估、应急
响应、信息共享、能力建设等方面的
双多边合作交流。要办好《生物多
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推
动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
国方案。要倡导本着科学原则、按科
学规则推动新冠病毒溯源工作。

习近平强调，加强生物安全建
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

要持续用力、扎实推进。各级党
委（党组）和政府要切实把思想认
识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
上来，把生物安全工作责任落到
实处，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要加大投入力度，完善政策措施，
强化要素保障，把生物安全建设
重点任务抓实抓好抓出成效，提
高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
现代化水平，牢牢掌握国家生物
安全主动权。要持之以恒抓好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坚决克服麻痹
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懈
心态，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
施，守住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加强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
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上接A01版

他指出，开展禁毒示范创建工作，是打造
“无毒品危害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抓手。
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
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有关决策部署，明确阶段任务，抓紧
抓实、分类分级推进“无毒乡镇（街道）”

“无毒村（居）”“无毒单位”创建。要采取
有力措施，强化基层示范创建，充分发挥
基层干部群众主体作用，特别是要压实
禁毒专干责任，加强业务培训考核，定期
对吸毒人员进行摸排，确保底数清、情况
明、信息准，坚决防止脱管、漏管。要继
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加强情报信息收
集，布下“天罗地网”，从严从快顶格判
罚，让毒贩不敢来、来了跑不掉。要跟踪
解决戒毒人员出所面临的就业等方面困
难，帮助他们回归社会、融入社会。要广
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禁毒宣传教育，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大力创建“无毒乡镇（街道）、
无毒村（居）、无毒单位”

海南对外籍人员开放
注册验船师职业资格考试
是目前全国唯一开放的省份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
吕东星）海南日报记者9月29日从海南海事局获
悉，日前该局发布《关于允许外籍人员参加全国注
册验船师职业资格考试的公告》，海南将成为目前
国内唯一允许外籍人员参加全国注册验船师职业
资格考试的省份。

据悉，凡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恪
守职业道德，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有意愿在海
南自由贸易港从事船舶检验工作的外籍人员，均
可在海南省报名注册验船师职业资格考试。外籍
人员在境外的从业经历，可视同国内从业经历。
允许外籍人员在海南参加全国注册验船师职业资
格考试，将会吸引更多的外籍船舶检验人才聚集
海南，促进海南验船师人才队伍整体能力提升，助
力海南自贸港航运业、修造船业等产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