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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统战部原一级调研员张业雄
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冯行锐）日前，省纪委监委驻省政协机关纪检监察
组、屯昌县监察委员会对省委统战部原一级调研
员张业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

经查，张业雄违反政治纪律，伪造证据，对抗组
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违规收
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财物；违反组织纪律，在
组织人事工作中违规推荐干部，不如实向组织报告
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务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
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张业雄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
弃初心使命，无视党纪国法，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
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
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省
委统战部部务会议研究，决定给予张业雄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经屯昌县监察委员会研究决
定，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
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临高县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
吴秋霞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邹铭）日前，经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对临高县人
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吴秋霞严重违纪违
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吴秋霞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
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反廉洁纪律，违规
收受礼金；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干预、插手工程项
目。利用职务便利在工程项目承揽、土地证办理
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吴秋霞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
离初心使命，以权谋私，收钱敛财，严重违反党的
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性质严重，
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
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吴秋霞
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
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
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省公安厅警务保障部原主任叶明才
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王
玮玮）日前，省纪委监委对省公安厅警务保障部原主
任叶明才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叶明才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
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
违规发放津补贴，违规收受礼金；违反组织纪律，不
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
明问题；违反群众纪律，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违
反工作纪律，违规套取办案经费，违规干预插手执
法活动；违反生活纪律。利用职务便利在项目承揽
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叶明才作为长期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党员领导
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毫无纪法底线，

“六项纪律”项项违反，以权谋私，大搞权钱交易，严
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
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
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办
公会议研究，决定给予叶明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
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水浮莲清理“百日大战”攻坚行动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5月12日，在万宁龙滚、大茂、长
丰、南桥等乡镇的田洋里，可以看见
一辆辆翻耕机正在作业，翻耕机作业
过的田洋，一排排秸秆茬子不见了，
留下了一片片平整的田地。更喜人
的是，万宁市多地还“花样”使用秸
秆，让秸秆变废为宝。

饲养“广地龙”
5月12日下午，第一批从万宁北

大镇成捆收上来的秸秆，开始被平铺
在镇里惠龙种养家庭农场的橡胶林
里。在这82亩的橡胶林的地下，已
经养了45亩的“广地龙”（蚯蚓），惠
龙家庭农场负责人黄慧对海南日报
记者说，“用秸秆覆盖养殖‘广地龙’
再好不过了。”他说，好处一是可以防
止“广地龙”乱跑，二是秸秆腐化后成
为“广地龙”的饲料，一举多得。之前
这个家庭农场用枯枝落叶覆盖养殖，
效果比不上用水稻秸秆。

“秸秆用在我们这里，就是宝贝
呀！”黄慧说，一亩橡胶林地要铺20
立方米的秸秆，他们还将秸秆粉碎与
牛粪混合发酵作为养殖“广地龙”的
饲料。“水稻秸秆优势在于易腐烂，

‘广地龙’的饲料讲究碳氮比，用牛粪
加入一些水稻秸秆，就可以配成适合

‘广地龙’生长的好饲料。”黄慧说。
北大镇党委委员吴明祺告诉记

者，北大镇橡胶林多，镇里因地制宜
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广地龙”养殖是
万宁市着力发展的八大产业之一，北
大镇到明年要将“广地龙”养殖产业
发展到3000亩的规模，秸秆在北大
镇会有好用途。

生产有机肥
在万宁东澳镇龙山坡海南禾生源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化黑水虻虫
菌互作车间，公司负责人陈洪向记者
介绍道，公司与河南农业大学合作开
展黑水虻与微生物互作分解餐余垃圾
项目，从去年4月农忙季开始，就利用
粉碎后的秸秆与餐余垃圾相结合，用
微生物发酵，做成无味无污染的“饲
料”，用来喂养黑水虻。这样喂养的黑
水虻拉出的粪便就是上好的有机肥。

“餐余垃圾水分多，秸秆粉碎物
可以吸收水分，一吨餐余垃圾需要
0.6吨的秸秆配合用。目前，公司一
年可消化1000吨秸秆。”陈洪说，没
有秸秆，就得买木屑来代替，成本高；
用秸秆一吨可省下200元，一年可省

20万元。而公司生产的有机肥主要
销售给当地的种植户，供不应求。

用作牛饲料
5月12日下午，一辆秸秆打捆机

正在龙滚多格村一个田洋里作业，机器
开过，秸秆也自动成捆打好。成捆成捆
的秸秆，被村里的益之园养牛合作社运
到附近的养牛基地，配上些玉米秆，加
点精饲料，便成了喂牛的好饲料。

益之园养牛合作社的成员何声
鹏告诉记者，合作社之前用玉米甜秆
喂牛，加入秸秆后，他们成本降低了

约20%，过去一天一头牛要花上7元
饲料费，现在大约5元就可以了。合
作社还考虑购买设备把秸秆加工磨
成粉，再作成精饲料用。

记者从万宁市农业农村局了解
到，在南桥镇小管村一家养羊合作社，
去年已购买一套秸秆粉碎、加工设备，
将秸秆粉碎后添加一些玉米、米糠等
做成精饲料，用来喂养牛羊和鸡。

而在万宁礼纪镇，有块100亩蔬
菜基地，常年利用粉碎后的秸秆平铺
当成地膜使用，可保水保温保墒，抑制
杂草生长。 （本报万城5月12日电）

万宁多地探索秸秆利用新模式

秸秆用得好 在哪都是宝

乐东累计清理
水浮莲约200吨

本报讯 （记者邱肖帅）截至
5月 12日，乐东黎族自治县累计
清理水浮莲面积约 9 万平方米，
重量约200吨。这是海南日报记
者 5 月 12 日从乐东河长制办公
室获悉的。

据悉，4月初，该县水务局聘请
打捞团队对乐东望楼河部分河段进
行机械化清理。4月30日，该县河
长制办公室下发通知，要求相关部
门全面掀起全县水浮莲清理工作热
潮，5月至7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水
浮莲清理专项行动。

“本次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将作
为各镇级河湖长履职情况考核重
要内容，对工作优秀、成效显著的
河湖长给予激励或表扬；对目标任
务未完成的河湖长，提请总河湖长
或上级河湖长约谈提醒或问责，推
动河湖长与河湖共命运、齐进退、
同荣辱。”乐东水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根据专项行动要求，各镇政
府要及时组织各级河长、河湖管护
员，发动各企业、学校、党员、志愿
者积极清理所有设有河湖长的河
流、湖泊、水库等水域的现有水浮
莲，建立水浮莲长效管控机制，水
面不出现10平方米以上的连片水
浮莲；形成共建共享河湖管理保护
格局。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张余雪）5月12日上午，

“海南游戏产业服务中心”在海口复兴
城国家文化出口基地揭牌。该中心成
立后，可为游戏企业提供一站式产业
服务，有助于推动我省数字文化产业
发展。

2021年8月，海口复兴城互联网
信息产业园被商务部、中宣部、文化和
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共同认定
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是我省唯一
通过此项认定的园区。目前园区已集
聚了阿里文娱、爱奇艺、芒果TV等
200多家数字文化企业，致力于打造以
数字文化出口和游戏出海为导向、具

有较强辐射力的国家文化出口基地。
“‘海南游戏产业服务中心’成立

后，可为游戏企业提供游戏产业、网络
联通、金融及人力资源服务。其中，游
戏产业服务包括游戏合规性审读、游
戏立项建议、游戏投资、游戏出海产业
服务咨询、游戏美术外包外派、游戏知
识产权侵权检测及维权、游戏翻译本
地化等；网络服务包含ICP、自贸港数
据专用通道-CN2国际网络等。”海口
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招商副总经
理姚志国介绍。

12日当天，还举办了国家文化出
口基地数字文化产业研讨会，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邀请哔哩哔哩、蓝港互

动、虎牙直播等50多家数字文化领域
企业参加。与会嘉宾围绕“境外直接投
资ODI政策”“国产游戏出海现状及趋
势”“国产游戏国内外发行经验”“行业
人才的招募和培养”“研究出台契合数
字文化和游戏产业痛点的专项政策”等
话题展开讨论，共同探讨数字文化产业
发展的机遇和未来，推动优秀的国家文
化成果从海南自贸港走向海外。

“今天，现场聆听了专家们对海南
税收政策、海南游戏产业政策、自贸港
外汇政策及银行跨境贸易结算便利化
等政策的解读，增进了我们游戏企业
对海南自贸港相关政策的了解。”武汉
铃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黄岩介

绍，该公司研发的游戏，90%的收入都
来自海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外包员工
也位于海外，“海南自贸港在税收、跨
境贸易结算、签证等方面具有独特的
政策优势，对于我们游戏企业非常具
有吸引力。下一步，我们企业有落户
海南的打算。”

游戏企业服务商海南超诺星科技
有限公司创始人孟晨分析道，游戏产
业是数字文化产业的重要部分。利用
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通过打通跨境
资金流通壁垒，开通国际互联网数据
专用通道等措施，我省可解决游戏企
业出海的痛点问题。“但游戏产业是人
才密集型产业，目前人才是海南发展

游戏产业的短板。在武汉、成都等城
市，不少高校中的游戏研发、游戏UI
设计等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非
常成熟，每年都为企业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人才。下一步，我们也计划和这
些高校合作，帮助海南引进更多的专
业游戏人才。”

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相
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复兴城国家文
化出口基地将加快引进重点数字文化
出口企业，加快复兴城国际数字港项目
建设，推动数字文化类企业集聚。同
时，园区将加强对企业的精细化服务，
推动政府与园区共建产业发展平台，建
立健全基地文化贸易企业服务体系。

海南游戏产业服务中心在海口复兴城揭牌

游戏企业可享一站式服务

5月11日，在屯昌县屯城镇文赞湿地公园，工人正在清理水浮莲。据了解，屯昌连日来开展水浮
莲清理专项行动，按划定责任区域，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做好清理打捞水浮莲及漂浮物工作，确
保全县水域环境和水质安全，给群众营造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环境。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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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厘米 1/8 面对疫情，邮储银行三亚市分行高
度重视，认真贯彻落实《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金融服务的通知》（银发
〔2022〕92号）、《中国人民银行三亚市中
心支行关于金融服务支持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指导意见（2022年）》
文件精神，坚决扛起疫情防控的社会责
任，全力保障疫情期间金融服务。

邮储银行三亚市分行在人民银行的
指导下，根据疫情形势，统筹安排网点营
业和重点人员弹性排班，加强网点疫情防

控管理；对营业场所和自助设备进行消
毒；做好网点通风、应急疏散及医疗救护
等准备工作；关闭自助设备内循环，营业
网点配备紫外线消毒柜，业务库也配备了
紫外线消毒灯，确保营业场所安全卫生；
同时把客户的安全放在首位，戴口罩、量
体温、健康码、地点码、一米线保持常态，

保障网点的各项业务正常流畅运转。
为进一步认真贯彻落实疫情防控工

作部署，邮储银行三亚市分行严控现金
管理，让老百姓用上“放心钱”。严格规
范柜面现金管理，为保证现金投放的安
全性，网点收入现金必须经消毒柜消毒，
业务库对收入的现金在消毒后再下拨至

网点。严格规范自助机具现金管理，加
强对自助设备的巡视巡查，每天至少消
毒2次以上，确保现金经消毒后再通过
机具安全付出。同时严格规范员工健康
管理，确保员工自身安全。

为了更好地帮助小微企业解危纾
困，邮储银行三亚市分行主动收集困难

小微企业客户情况，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三亚市中心支行针对疫情期间信贷支
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具体工作的
要求和安排，坚持一户一策，积极制定纾
困方案，协助客户解决燃眉之急。

客户刘女士主营业务为餐饮配送生
意，受疫情影响，营业额大幅度下滑，刘

女士在邮储银行贷款50万元商贷通保
证贷款，但因为贷款到期还有16万元缺
口无力偿还，向银行提出调整还款计划
申请，信贷管户经理及时上门走访，调查
客户的经营情况，并经多方沟通，最终该
行成功为刘女士办理了还款计划变更，
帮助客户渡过难关。

邮储银行三亚市分行将本着“金
融扶助，惠泽万家”的服务理念，与三
亚市人民共抗疫情，急客户之需，纾企
业之困，守城市之安，合力画出金融抗
疫同心圆。 （撰文/欧陈茹）

邮储银行三亚市分行疫情期间全力保障金融服务

解危纾困 金融先行

海南举办制造业专场与
园区企业专场招聘会
171人初步达成
就业意向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刘德焕 魏永杰）5月12
日，我省举办制造业专场与园区企业
专场招聘会，为市场主体和求职者提
供精细化服务。共有492人入场求
职，其中171名专业人才与用人单位
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据了解，在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
就业局）一楼公共招聘服务大厅举办
的2022年海南省制造业专场招聘会
（第二场），有42家企业入场。其中，
杭萧钢构（海南）有限公司、陕西步长
制药有限公司、椰树集团有限公司等
企业现场揽才。招聘会上，262名求
职者现场提交简历。经过洽谈和双向
选择，有91名专业人才与用人单位初
步达成就业意向。

同日，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就
业局）联合海南自贸港生态软件园举
办的“技能园区行”暨2022年春季园
区企业联合专场招聘会，涵盖政策宣
讲、双向对接会、主题党日活动等。
海南自贸港生态软件园组织18家企
业入场。省内各高校根据岗位需求，
组织230名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参加
现场招聘会。活动结束时，有80名
专业人才与用人单位现场初步达成
就业意向。

海口发放首批退役军人优待证
本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黎慧）近日，海

口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
象首批优待证发放仪式，12名退役军人及其他优
抚对象代表在现场领取首批退役军人优待证，这
也标志着海口市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
申领发放工作全面启动。

据了解，优待证是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
享受优待服务的凭证，也是社会力量拓展优待内
容识别服务对象的标识，具有彰显荣誉、身份识
别、待遇落实、服务管理等功能。

据介绍，海口市现有退役军人数量约占全省
25%，优抚对象人数约占全省16%。自2月14日
启动建档立卡暨优待证发放工作以来，截至目前，
该项工作的推进进度为7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