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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萃

“您好，请扫描地点码、行程码，戴
好口罩，配合测量体温工作。”9月20
日下午，在海口亚洲豪苑南区小区入
口，物业人员正不断提醒着进入小区
的车辆和行人扫码测温。数日前，该
小区入选了我省第三批“无疫村（社
区）、无疫小区”名单。

“自疫情发生以来，小区物业发挥
好政府与居民之间的‘纽带’作用，积
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各项疫情防控工
作，同时做好小区居民的服务保障工
作。”海南富南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富南物业）亚洲豪苑南区项目经理
杨波说。

实际上，富南物业管理的很多项
目入选了我省“无疫村（社区）、无疫小
区”名单。“截至目前，公司已有40个住
宅小区被评定为‘无疫小区’。”海南富
南物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庆前说，
公司在全省共管理了59个项目，其中
住宅项目49个，学校、医院、办公楼等
10个，分布在海口、三亚、文昌等地。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我们便制定了疫情防控工作指引，并
不断积累完善经验。”赵庆前说，公司
编制的工作指引从出入口管控、重点
公共区域防护、企业内部防护管理等
10个方面对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进
行细化，形成模板，方便旗下所有物业
工作人员快速熟悉管理办法，从而严
格执行疫情防控措施。

三亚疫情暴发初期，三亚银农公

寓曾出现确诊病例，小区实行封闭管
理。当时，4名物业工作人员坚守岗
位40余天，担负着小区近300人的疫
情防控和服务保障工作。此前编制的
疫情防控工作指引很快派上了用场，
在物业工作人员和小区居民的共同努
力下，三亚银农公寓疫情很快得到控
制。

“我们对所有居民进行摸底，详细
了解独居老人、孕妇、慢性病患者、婴
幼儿等特殊群体的情况，并建档立卡
以便及时为他们提供服务。”杨波介
绍，小区物业还及时收集业主返琼信
息、核酸检测信息，并在微信群里及时
将防控政策、防疫知识等信息第一时
间告知全体业主。提示业主做好个人
防护，服从静态管理，非必要不外出，
及时参与全员核酸。外出返回要及时
报备，发现外来人员返琼及时报告。
切实做好邻里守望相助，进一步筑牢
疫情防控屏障。

而且，富南物业各小区项目部加
强党建引领工作。公司党支部、工会
先后发动和组织党员、业主志愿者等
参与志愿服务，累计参与志愿服务
500余人次。

“小区大门要守好，小区里面要管
好，才能让业主安心。”赵庆前表示，

“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把各项管控措
施落实到位，引导所有小区参与创建

‘无疫小区’，对已经评上‘无疫小区’
的则巩固创建成果，守护居民的健康
和安全。”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

海南富南物业公司旗下40个住宅小区被评定
为“无疫小区”

做好防控“攻略”
守护居民健康安全

容错纠错澄清正名和重新使用典型案例通报发布

按照我省《关于建立海南自由贸
易港公职人员容错纠错澄清正名和重
新使用典型案例通报发布制度的实施
办法（试行）》的规定，近日，省纪委监
委通报了第十四期典型案例，现予以
公开发布。

一、基本案情
2021年6月，省纪委监委对某邦

（定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黄某飞实名举报的某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院长李某涉嫌受贿、审判委员会原
专职委员王甲涉嫌枉法裁判问题进行
核查。

经查，2007年，三亚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股东黄某龙、王乙，与海南
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河南某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后因股权纠纷先后提起民事诉讼和行
政诉讼。在诉讼过程中，黄某飞（黄某
龙和王乙之子）企图通过司法掮客找
审判人员疏通关系而未得逞，其父母
股权纠纷案经民事诉讼再审改判和行
政诉讼二审改判败诉。黄某飞认为，
两次改判导致其父母败诉的原因是某
市中院时任院长李某利用职权干预案
件、指使主审法官王甲违法办案所

致。在没有事实依据和确实证据的情
况下，黄某飞根据他人提供的不实信
息，故意捏造李某收受巨额贿赂和王
甲枉法裁判的事实，于2021年4月以
来分别向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
组和省纪委监委举报，意图使李某、王
甲被组织审查调查、受到刑事追究，以
达到其非法诉讼目的。省纪委监委经
研究认为，黄某飞的行为已涉嫌诬告
陷害违法犯罪，决定将相关问题线索
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2021年9月28日，三亚市公安局
天涯分局对黄某飞涉嫌违法犯罪问题
立案侦查，10月30日对其执行逮捕，
并于2022年3月移送陵水黎族自治
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2年 5
月11日，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经
审理认为，被告人黄某飞为了达到非
法诉讼目的，捏造审判法官及法院领
导收受贿赂且数额特别巨大的事实，
诬告陷害，意图使其受到刑事追究，道
德品质败坏，犯罪情节恶劣，损害司法
公信力，其行为已构成诬告陷害罪，依
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黄某
飞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7月29
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核查期间，正值组织对王甲进行

干部使用考察，纪检监察机关本着对
干部负责的原则，抓紧查清问题并及
时反馈意见，王甲得以顺利提拔使
用。一审判决生效后，省纪委监委对
举报李某、王甲的问题予以澄清正
名。李某、王甲十分感谢组织及时澄
清事实，消除影响，并表示今后一定会
努力工作，回报组织的关心和信任。

二、分析点评
本案中，黄某飞为达到其非法诉

讼目的，先是企图通过司法掮客疏通
关系、腐蚀审判人员，未能得逞后便捏
造事实，向政法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
举报，诬告陷害审判人员，其行为已触
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
三条第一款关于“捏造事实诬告陷害
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
重的”规定，构成诬告陷害罪，并最终
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是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人民
法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不受
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

涉，是保证公正司法的重要前提。黄
某飞为打赢官司，蔑视国法、违背良
知，对审判人员先是企图拉拢腐蚀、进
而蓄意诬告陷害，严重侵害审判人员
的人身权利，严重干扰国家机关的正
常工作，触碰了法律底线，其被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
得。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需要良好的法治环
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是优化自贸港营商
环境的重要任务。维护司法公正，既
要强化对司法权力的监督，以“零容
忍”态度惩治司法腐败，又要严肃查处
违规干预干扰司法办案的行为，切实
维护司法权威。当前，涉法涉诉信访
举报占比居高不下，有些当事人因不
服法院判决进而怀疑存在司法腐败并
向有关部门举报承办法官。对此，有
关部门特别是案件承办部门要认真倾
听当事人的诉求，深入细致做好明法
析理、息诉罢访工作，教育引导当事人
依法依规反映情况、主张权利。诉讼
当事人要实事求是反映问题、理性合
法表达诉求，不得故意捏造事实、伪造
证据，诬告陷害他人。对于企图通过
诬告陷害审判人员改变败诉结果的不
法分子，纪检监察机关和公检法机关

要依法严厉打击，坚决捍卫法治尊严，
并及时为被诬告陷害的审判人员澄清
正名，为他们依法公正履职创造良好
环境。

三、指导意义
本案启示我们，依法惩处诬告陷

害行为，要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
要态度鲜明，严厉打击。要从净化全
省政治生态和优化自贸港营商环境的
角度出发，深刻认识诬告陷害行为的
严重危害，注意从恶意举报和严重失
实举报中梳理相关问题线索，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持续释放惩治诬告陷害
的强烈信号。二要突出重点，形成合
力。重点关注换届选举、人事调整、荣
誉表彰、案件败诉等特殊节点的信访
举报，加强分析研判，认真调查核实。
同时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信访部
门、司法机关要加强协作配合，形成常
态化打击诬告陷害行为的工作机制。
三要公开通报，及时澄清。通过公开
曝光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举报者
正确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如实反映问
题，减少失实举报问题发生。同时，对
于被错告诬告的党员干部，要及时采
取适当方式为他们澄清正名，消除不
良影响，激励他们继续努力工作、积极
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

（省纪委监委）

为赢官司诬陷法官 依法严惩彰显正义
——黄某飞诬告陷害犯罪案例评析

海南环岛高铁琼海站、博鳌站
将恢复办理旅客上下车业务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符转）海南日报
记者9月21日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9
月22日起海南环岛高铁琼海站、博鳌站恢复办理
旅客上下车业务。

据了解，目前海南环岛高铁进站乘车须出
示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具体进出站要求将根
据属地疫情防控部门要求动态调整，建议旅客出
发前务必确认出发地和目的地最新防疫政策。

铁路部门提示：请旅客注意做好个人防护，全
程佩戴口罩，听从铁路工作人员引导，严格落实政
府防疫要求。铁路部门将根据实际情况持续实时
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请旅客密切留意车站和列车
广播通知及电子显示屏等平台信息，或通过铁路
12306App、客服电话查询列车开行信息，合理安
排行程。

我省实现医用防护口罩
本地化生产
日产能达1万至3万个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记者李梦瑶）9月20
日，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芝药业）
海南生产基地首批1万个N95口罩正式下线，这
意味着我省实现医用防护口罩的本地化生产。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康芝药业海南生产基
地的医用防护口罩生产线早已建成，但由于技术、
市场等原因，一直未能正式投产。为加强我省疫
情防控用医疗器械生产储备能力，日前，省药监局
组织专业力量，下沉一线、靠前指导，协助康芝药
业完成技术升级与产品注册变更。

“得益于药监部门的一对一辅导，我们持续提
升质量管理意识和能力，基地得以顺利投产。”康
芝药业相关负责人高洪常介绍，目前，该医用防护
口罩生产线日均产能达1万至3万个，将进一步
保障我省医用防护口罩供给需求。

三亚旅游景区
将有序恢复开放营业

本报三亚9月21日电（记者李艳玫）9月21
日，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发布《关于有序
恢复三亚旅游景区开放营业的通告》（以下简称
《通告》），该市将有序恢复旅游景区开放营业，景
区内配套的室内密闭经营场所暂缓开放。

《通告》明确，即日起，该市各旅游景区严格按
照相关方案，落实园区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后，向所
在辖区旅文局提出开园申请报备。各区旅文局按
照“报备一个、检查一个、合格一个、开放一个”要
求，对提出开园申请的旅游景区开展实地检查，对
达到开园要求的恢复开放营业；未达到相关要求
的旅游景区整改合格后方可开放营业；未提出复
业申请的，严禁私自开放营业。

《通告》指出，三亚各旅游景区将结合实际制
定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方案、预案，完善应急
措施，储备防疫物资，检修设施设备，落实安全和消
防责任。规范张贴园区地点码，全面落实限流
50%、预约、错峰、测温、员工监测（每天一检）、扫码
查验、戴口罩、一米线等防控措施，做好通风换气和
环境消杀工作。同时发布景区恢复营业公告信息。

游客可提前关注景区发布的恢复营业公告，
进入园区必须提前实名预约购票、全程规范佩戴
口罩，配合测温、扫地点码或填表登记，出示绿色
健康码和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拒不配合的人
员，不得进入园区。

广告·热线：66810888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于2022年9月22日

至30日（凌晨00:00～24:00）对固网语音系统进行优

化。届时如果发现固定电话的呼叫转移功能无法正常使

用，请在固定电话上重新登记激活。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日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于2022年9月22

日、23日（凌晨00:00～06:00）对固网语音系统进行

优化。届时，固网语音用户通信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九日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金盘3楼传输机房

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时，系统优化地区的宽带，传输的业

务使用将受影响10分钟，具体情况如下：

2022年9月26日凌晨00:00～6:00对金盘路等地区

的电信网络系统进行优化。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

2022年9月22日

海口市服务公司
100%产权转让公告

QY202209HN0220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口市国运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持有的海口市服务公司100%产权。海口市服务公司成

立于1982年1月10日，注册资本80万元，经营范围：旅游业

（旅行社除外）、家用电器（三包）、五金交电、农产品销售等。

经评估截至2022年4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137,796,300

元，总负债17,540,900元，净资产120,255,400元。

公司主要资产有：

1.海口市海府路8号东湖大酒店（海口东湖嘉丰大酒

店）13319.49m2土地及房产、附属建筑物。

2.海口市海府一横路振兴路口群上村88号昌茂旅业大

楼首层铺面房产等。详情见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转让海口

市服务公司100%产权挂牌价格为120,255,400元。

公告期：2022年9月21日至2022年10月24日，详情请

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

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

南产权交易所，联系电话：0898-66558007麦先生、0898-

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1楼受理大

厅4号窗口，联系电话：0898-65237542刘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9月21日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22年9月27日10:00在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

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海南欣源贸易有限公司等 11 户债权资产

包（截至2022年7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本金合计为6,879.45万

元，利息合计为13,367.76万元，本息合计20,247.21万元）。参考

价：人民币伍佰玖拾玖万元整（人民币599.00万元），竞买保证金：人

民币壹佰壹拾万元整（人民币110.00万元）。

以下人员不得竞买或变相竞买上述资产：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标的

涉及的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

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

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

人；本次拍卖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反恐、反洗钱黑名

单人员；其他依据法律法规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9月26日止。

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2022年9月26日16:30日前（以竞买保

证金到账为准）。

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22年9月26日17:00。

拍卖单位：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二层

联系人：欧阳先生 13976111340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623077 68521765

委托方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

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66719286 66713686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220927期）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2022年9月20日12时—9月21日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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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3

13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1

16

21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三亚国际免税城工作人员在清点、布置免税商品。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本报三亚9月21日电（记者
李艳玫）9月21日上午，在三亚国
际免税城入口，几名游客根据安保
人员的提示扫地点码、测量体温
后，有序进入商城购物。随着三亚
开放5个片区之间的人员、车辆流
通，位于海棠湾的cdf三亚国际免
税城一期、二期当天恢复正常营
业。

据介绍，cdf三亚国际免税城

一期、二期将全面积极配合政府防
疫部署，严格按照防疫要求开展卖
场安全消杀工作，严格执行进场检
查工作，严格落实所有员工持24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复工。同时
提醒进店顾客需佩戴口罩，主动出
示健康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
明，配合测量体温，保持一米间距
等。

为刺激消费需求，提振免税市

场，三亚国际免税城同时推出线上
线下一系列促销活动。“每月22日
为中免海南会员日，作为复工复产
后的首个会员日，9月22日当天，
官方补购平台将推出多倍积分、消
费满减券、会员专属满减劵、超值
折扣等多重礼遇。同时还有每日
官方直播，持续复苏疫后免税市场
活力。”三亚国际免税城有关负责
人介绍。

三亚国际免税城恢复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