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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及
相关部委联合工作组来琼调研
全力推动博鳌亚洲论坛
2022年年会筹备工作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邱江
华）3月23日至24日，博鳌亚洲论坛
秘书处及外交部、公安部特勤局等有
关部委联合工作组来琼对接论坛
2022年年会筹备工作，并赴博鳌有关
活动场地开展实地调研。

省委外办主要负责人与联合工作
组一行召开工作对接会，就年会疫情
防控、海南服务保障、海南主题分论坛
活动、年会资源统筹协调等多项工作
深入交换意见。该负责人表示，海南
省委、省政府对本届论坛年会高度重
视，全省年会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省委外办将密切与各方合作，进一步
提升年会服务保障水平，全力保障博
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成功举办。
联合工作组表示，海南的筹备工作扎
实、周密、细致，相信在各方努力下一
定会办出一场高水平、高质量的年会。

在琼期间，联合工作组实地调研
年会重要活动场地，细致查看相关设
施、重要活动路线和点位，提出优化意
见，为年会成功举办打好坚实基础。

省有关部门和单位参加调研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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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泽明，男，汉族，1965年2月生，研
究生，哲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委宣
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办公室主任，拟任省
直单位正职。

李东屿，男，汉族，1972年7月生，在
职研究生，在职经济学博士，中共党员，
现任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
员，拟任省直单位正职。

吴竞择，男，汉族，1964年10月生，
研究生，经济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海
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行长，

拟任省属企业正职。
艾轶伦，男，满族，1969年5月生，在

职研究生，在职经济学博士，中共党员，
现任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委员、副总经理，拟任省属企业正职。

郭 刚，男，汉族，1971年7月生，大
学，在职公共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
海口市秀英区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任
省直副厅级单位正职。

张志坚，男，汉族，1968年1月生，中
央党校研究生，在职农业推广硕士，中共

党员，现任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拟任省直副厅级
单位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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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28日至4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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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3月25日

公 告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2年3月25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李辉卫为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厅长。
决定免去：
孙颖的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厅长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

（2022年3月25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免去：
杨剑华的海南省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任命：
张峤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

审判第一庭庭长；
段洪彬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林达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第三庭庭长；
王峻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

资源审判庭庭长；
赵英华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监督第一庭庭长；
吴向东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监督第二庭庭长；
蒙良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模金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员；
陈秀儒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陈锋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审判庭庭长；
闫海宁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杨智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吴恒宏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谭礼宪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员；
李影影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员；
韩体育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员。

免去：
张峤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

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
段洪彬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吴向东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
邢君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林达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
赵英华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三庭庭长职务；
王峻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

资源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钟垂林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王样国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员职务；
李文玉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员职务；
刘抿呈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员职务；
张奇志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陈锋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符建成的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监督庭庭长、
审判员职务；

李雪刚的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2年3月25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任命：
王焕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李颖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陈峥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胡俊东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

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姜华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

院检察员；
陈子燕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

分院检察员；
张晖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

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陈相敏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

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庄二华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

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鄢月武为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人

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批准任命：
陈立新为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
郭慧丽为三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
吴雄为三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刘涛为儋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陈云鹏为琼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
谢善彪为文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
陈玉林为万宁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
樊光裕为东方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石秀莲为五指山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

吴孜繁为定安县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

宁丽为屯昌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吴绍维为澄迈县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
郝敬贵为临高县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
陈雄为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
陈辉为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
赵典山为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
傅剑平为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
闫宇辉为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
邹志云为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
免去：
李红利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员职务；
王时启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李滨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

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王焕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

院检察员职务；
陈峥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

院检察员职务；
韩体育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

分院检察员职务；
吴植鹏的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人

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2年3月25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本报金江 3月 25 日电（记者肖开
刚）“最近我们每天都派人到现场督促
问题整改，目前已将河道中的建筑垃圾
清理干净，河水逐渐恢复清澈。我们还
在边坡播撒草籽，进行复绿。”3月25日，
在澄迈县中兴镇回塘桥下的大塘河边，
澄迈县水务局副局长林志鹏对海南日报
记者说。

林志鹏表示，此前，桥梁施工方在大

塘河清洗建筑垃圾的问题，已经基本整
改到位，接下来会督促施工方尽快完成
工程建设，恢复大塘河水清岸绿的景象。

本报于3月16日以《建筑垃圾净了
千米河水黄了》为题，报道了澄迈一桥梁
施工方在大塘河清洗建筑垃圾，造成河
流生态环境被破坏的问题。澄迈县委、
县政府对此高度重视，迅速对问题整改
作出专门部署。澄迈县委书记司迺超要

求，立即深入调查污染河流行为，依法顶
格处罚，并举一反三，全面压实河道管理
责任。随后，澄迈水务、交通运输、综合
执法、生态环境等部门和中兴镇政府于3
月16日到大塘河回塘桥现场办公，根据
各自职责积极落实各项问题整改工作。

澄迈县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
天，他们在现场明确了停止清洗石料、加
快河道清理、推进边坡复绿等整改措
施。而通过连日持续努力，目前这些整
改措施已落实到位，接下来他们会继续
监督桥梁施工方尽快完成桥梁护坡的施
工，避免以后再出现水土流失、污染河道
的情况。

“目前我们已经对在大塘河清洗建
筑垃圾的问题进行立案，完成了现场勘
查、询问笔录、收集证据等工作。”澄迈县
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陈东
表示，该案件的材料已送给律师审核，接
下来会依法依规对破坏河流生态环境的
问题进行处罚。

“目前我们对全县在建桥梁工程进
行了排查，没有发现类似问题。”澄迈县
交通运输局公路与水运岗负责人陈潭表
示，回塘桥施工预计在今年4月全面完
工，同时他们召集全县在建桥梁的施工
单位、监理单位召开专题会议，举一反三
推进问题整改，严防再次出现类似问题。

澄迈基本完成大塘河清洗建筑垃圾问题整改

依法顶格处罚 举一反三整改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伍日月

“我对核电的工作环境很熟悉，也能
很快适应海南这边的工作环境。”日前，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振云在接
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2019年11月，李振云从四川成都来
到海南昌江，成为一名“新海南人”。此
前，他在核电工程建设领域已有20余年
的工作经验，并参与了中国核电走向世
界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全球首
堆的建设。

在海南核电，李振云牵头负责了海

南昌江核电基地1、2号机组工程建设结
算工作，并统筹、协调、推进二期工程3、4
号机组“华龙一号”和多用途模块化小堆
示范工程“玲龙一号”工作。

去年在省委省政府支持下，海南核
电二期工程共完成7个一级里程碑节
点，海南昌江核电基地在同一年实现了
大小堆3台机组全面开工建设，多个重
大工程节点提前实现，小堆示范工程“玲
龙一号”成为全球首个开工的陆上商用
模块化小堆，标志着我国在模块化小型
堆技术上走在了世界前列。

“待二期工程和小堆项目建成投产
后，海南昌江核电基地内总装机容量可
达到382.5万千瓦，核电基地将形成‘双
龙齐飞’的格局。”谈到这些，李振云眼中

充满期待，他说，届时昌江将同时拥有二
代先进型、三代核电、示范小堆等多种堆
型机组，成为全球唯一“大、中、小”堆型
齐聚的核电基地，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和清洁能源保障注入强劲动力，助力海
南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在昌江，李振云通常上午要组织召
开工程建设领域专题会议，下午还要再
去施工现场解决问题。“每天都过得很充
实，也很有干劲。”李振云说，他来海南工
作，一方面是服从组织安排，践行中国核
工业人强核报国的使命和责任；同时也
是在海南省政府与中核集团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背景下，积极参与自贸港建设。

“我到海南第二年，就成功申请认定
了海南省高层次人才，很多方面都享受

了政策红利。”李振云说，核电是科技含量
很高的项目，需要大量科技创新人才，特
别是年轻人才。目前海南核电员工平均
年龄不到32岁，是一支年轻的人才队伍，
拥有很多年轻的业务骨干。海南核电也
出台了“人才安家补贴”措施，对入职的

“双一流”院校优秀毕业生给予5年的专
项人才补贴，为自贸港建设留住人才。

李振云说，海南生态环境优美，碧海
蓝天，空气清新，工作生活在这里，身体
健康，心情也很舒畅，而自贸港建设的战
略规划、政策红利、营商环境等也为企业
和个人提供了建功立业的新机遇，“相信
海南自贸港这片热土，定能成为我们核
工业者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本报石碌3月25日电）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振云：

潜心躬耕热土 期待“双龙齐飞”
关注“闯海人才”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周晓梦
特约记者孙秀英 通讯员焦致娴）3月25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
该厅印发《关于开展污染源自动监控数
据质量提升年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提出，即日起至2022年底，将在
全省开展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质量提升
年活动，以进一步强化污染源自动监控
管理，充分发挥污染源自动监控的非现

场监督执法作用。
该项活动主要内容包括开展重点单

位自动监控建设运维帮扶指导、完善系统
功能强化平台管理、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
培训和竞赛提升管理水平和执法技能，开
展严厉打击自动监控设备不正常运行及
数据弄虚作假等专项执法检查，以及开展
自动监控运维机构监督检查、污染源自动
监控数据监管执法运用研讨等。

活动期间，省生态环境厅将对省级
自动监控管理平台功能进行优化，组织
技术团队对市县和企业开展帮扶指导，
帮助市县提高监管水平，帮助企业规范
自动监控现场端设备的安装建设和运维
管理。

按照《通知》要求，各市县生态环境
局和综合行政执法局将严格落实属地责
任，不间断地对辖区污染源自动监控管
理保持高压执法监管态势。重点检查排
污口规范化建设、采样点位规范化设置、
监测站房规范化建设、自动监测设备安

装联网及运行管理和数据弄虚作假等情
况，严厉打击自动监控不正常运行及数
据弄虚作假等环境违法行为，确保自动
监控数据真实、准确、完整、有效。

“数据质量是自动监控的‘生命’。”
省生态环境厅执法局负责人徐林介绍，
活动旨在通过集中强化对全省污染源自
动监控系统建设管理工作的帮扶指导和
监管监督，全面提升自动监控数据质量，
为非现场监管执法、提高执法监管效能
提供有力支撑，以实际行动贯彻能力提
升建设年活动要求。

我省着力提升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质量

集中强化“帮管督”确保数据“真准全”
聚焦能力提升建设年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见行动

海报监督海报监督
海报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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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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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俯瞰位于海口江东大道的江东寰岛实验学校项目工地。目前，该项目已经全
部封顶，正在进行精装修、园林市政等施工，计划今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王聘钊 图/文

江东寰岛实验学校
今秋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