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五指山11月14日电（记者谢
凯）11月14日，五指山市五指山革命
根据地纪念园景区国家4A级旅游景
区揭牌仪式在五指山市毛阳镇举行。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景区成
为五指山市第二家国家4A级旅游景
区，也是我省为数不多的国家4A级
红色文化景区。自2021年以来，五指
山市积极推动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
园提质升级创建国家4A级景区，对
景区内的纪念碑、广场周边等硬件进

行升级改造，并增加一批国防教育装
备等设施，于今年10月成功获评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据了解，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
园景区创建于2001年，以原琼崖纵队
司令部旧址为依托，设立于五指山市
毛阳镇毛贵村，是我省4条红色旅游
线路之一，同时也是全国100个重点
红色旅游景区之一。景区内设有历史
陈列馆、纪念碑、英雄广场等设施，是
我省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
4A级景区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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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14日讯（记者傅
人意）海南日报记者11月14日从省
发展改革委获悉，根据国家发展改革
委有关部署和省委省政府有关要求，
我省近日启动省级储备猪肉投放工
作，充分发挥储备猪肉的调控作用，保
障我省猪肉市场价格稳定，维护猪肉
市场秩序。

省级储备猪肉投放时间安排为：
今年11月启动，重点保障2023年元
旦、春节及旅游旺季需求，11月投放

至少一批次，12月和2023年1月加大
投放力度。具体投放日期、投放地点
由实施单位公布。投放规模方面，我
省优先投放500吨临时储备猪肉，投
放第一批次后根据市场反应情况，再
确定下批次投放数量。同时，按照保
本微利的原则确定终端销售价格，不
高于市场价。

省发展改革委要求，要做好检验
检测，把好投放猪肉的质量关，让群众
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海南启动省级储备猪肉投放

本报海口11月14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贺立樊）冬天来了，
海南依然温暖如春。今天，“感动海
南”2022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如约
而至。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
省文明办、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广
播电视总台（集团）主办，海南省融媒
体中心、南海网、南国都市报社承办，
贵州金沙窖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支持
的“感动海南”2022十大年度人物评
选活动，将为这个冬日带来更多温暖。

自2012年至今，“感动海南”十
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已连续成功举
办十年，成为我省挖掘身边好人、表
彰先进典型、弘扬社会正气的一项重

要品牌活动。今年，有32名来自各
行各业的人物（群体）成为“感动海
南”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候选人。

这里有使命担当的人。2022年
8月，海南面临严峻疫情，一个个志愿
者、保供人员守护着我们的家园。

这里有默默奉献的人。20多年
里，嘉积中学教师颜业岸帮助300多
位农村孩子考入知名艺术院校；17年
里，琼中女足奠基人谷中声让足球成
为山区女孩改变命运的机会。

这里有助人为乐的人。在海口
市一座老旧小区，街坊们无微不至的
关心，让失明30年的“校长”简照蛟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这里还有身患强直性脊柱炎的
乡村教师陈奕雄、为7000多位学员
免费进行家政培训的梁莲娣、日夜航

行在琼州海峡的“海棠湾”轮班组成
员……

今天，“感动海南”2022十大年

度人物评选活动投票通道正式开启，
请您投出宝贵一票，选出心中最感动
的人物（群体）。

“感动海南”2022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开启投票

珍贵一票，投给心底感动

近日，在海口综合保税区中免海南国际物流中心，工作人员在对免税商品进行
抽检。

随着中国消费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中国消费者正在成为引领全
球消费趋势的重要力量。据海口海关统计，自2020年7月1日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实施
以来，截至2022年9月30日，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966亿元，销售件数
1.33亿件，购物旅客1307万人次。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免税购物

投票渠道：南国都市报、南国都
市报微信公众号、新海南客户端

投票时间：11月15日—21日17
点30分（报纸投票时间以收到时间
为准）

网络投票规则：每个用户每天能
投10票，每天可为同一候选人投1票。

报纸投票规则：本次活动还可
通过报纸进行投票：

南国都市报将每日刊登活动选

票，读者剪报填写后邮寄或送至海口
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大厦7楼702
室“感动海南”评选投票处，邮编：
570216。信封上请标明“感动海南十
大人物投票”字样。报纸一票记网络
投票10票。

特别提醒：
1.“感动海南”2022十大年度人物

评选分为公众投票和专家评审两个阶
段。其中，公众投票占最终评选结果

的30%，专家评委评审占最终评选结果
的70%。

2.本次评选活动严禁利用第三
方投票公司、各种恶意程序或人工
方式进行集中刷票，当发现候选人
网络投票数出现异常时，活动主办
方将在第一时间对其电话警告，并
对候选人网络票数作零票处理。

3.活动主办方对本次评选拥有
最终解释权。

省渔业监察总队原政委王云
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报海口11月14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邹
铭）日前，省纪委监委对省渔业监察总队原政委王云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王云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
品、礼金；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
项；违反工作纪律，违规插手干预工程项目。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在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
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王云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
心使命，无视党纪国法，大肆干预插手工程项目，将
手中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
王云的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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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王云开除党籍处
分；由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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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王雪颜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报海口11月14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冯
行锐）日前，省纪委监委驻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纪检
监察组、万宁市监察委员会对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原党组成员、总工程师王雪颜严重违纪违法问
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王雪颜违反政治纪律，与他人订立攻守同
盟，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
律，长期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
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违规向管理服务对象放贷
获取大额回报；违反组织纪律，隐瞒不报告房产、股票
等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工作纪律，在办理用地手续过
程中违规审核。利用职务便利在办理土地出让、置换
手续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王雪颜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
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甘于被老板“围猎”，
把手中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顶风作案，大肆
敛财。王雪颜的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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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后仍不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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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党组会
议研究，决定给予王雪颜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经
万宁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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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 值班主任：张成林 主编：苏杰德 美编：孙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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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有关规定，现发布
《2022年第三季度海南省生态环境质量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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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三季度海南省生态环境质量公报

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优良，优良天数比例为99.4%，其中优级天数比例为
89.1%，良级天数比例为10.3%，轻度污染天数比例为0.6%，无中度及以上污染天。与
去年同期相比，全省优良天数比例下降0.6个百分点，优级天数比例下降10.4个百分
点。19个市县中，临高、海口、琼海、东方等4个市县受O3影响分别出现1～4天轻度
污染，优良天数比例范围为95.3%～98.9%；其余15个市县优良天数比例均为100%。

全省环境空气主要污染物PM2.5浓度为10微克/立方米，PM10浓度为18微克/立方
米，SO2浓度为4微克/立方米，NO2浓度为5微克/立方米，CO浓度为0.7毫克/立方米，均
符合国家一级标准；O3浓度为101微克/立方米，符合国家二级标准。与去年同期相比，
O3、PM2.5、PM10浓度分别上升50.7%、25.0%、5.9%，SO2、NO2和CO浓度在低浓度水平
波动。

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

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193个省控监测断面（点位）的水质优良（Ⅰ～Ⅲ类）比
例为93.3%，同比上升8.4个百分点；劣Ⅴ类比例为0.5%，同比下降1.1个百分点。19
个市县中，文昌市水质轻度污染，东方、儋州、琼中等3个市县水质良好，其余15个市
县水质为优。

省控河流水质为优，水质优良比例为95.8%，Ⅳ～Ⅴ类比例为3.5%，劣Ⅴ类比例
为0.7%。其中，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流域和西北部、南部、南海各岛诸河水质优，东
北部诸河水质轻度污染。141个监测断面中，珠溪河河口水质重度污染；罗带河罗带
铁路桥、文教河坡柳水闸水质中度污染；东山河后山村、北山溪水涯新区、塔洋河田头
桥3个断面水质轻度污染，其余断面水质优良。超Ⅲ类断面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高
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断面超标率分别为3.5%、2.1%、2.1%。

省控湖库水质良好，优良湖库个数比例为87.8%，Ⅳ类比例为12.2%，无Ⅴ类和劣
Ⅴ类湖库；轻度富营养的湖库4个。41个主要湖库中，高坡岭水库、石门水库、珠碧江
水库和湖山水库水质轻度污染、轻度富营养；春江水库水质轻度污染、中营养；其余湖
库水质优良、呈中营养或贫营养状态。超Ⅲ类点位主要污染指标为总磷、化学需氧
量、高锰酸盐指数，点位超标率分别为11.5%、3.8%、3.8%。

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

全省33个在用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1水质达标率为100%，同比持平；
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标准，符合国家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要求。

城镇内河（湖）水质状况

全省监测评价的88个城镇内河（湖）水体104个断面（点位）中，100个断面水质
达到相应水质目标，达标率为96.2%，同比上升2.1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有4个，占
3.8%，同比下降1.1个百分点。主要超标指标为氨氮和总磷，断面超标率均为2.9%。

近岸海域水质状况
全省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优，优良（一、二类）水质面积比例为99.40%，同比下降

0.29个百分点；劣四类水质面积比例为0.23%，同比上升0.11个百分点。劣于二类的
水质出现在文昌清澜湾、陵水新村湾、儋州新英湾、海口湾近岸海域，超标指标为化学
需氧量、活性磷酸盐、无机氮。

重点区域近岸海域水质状况

25个重点港湾中，铺前湾（东寨港）、冯家湾、博鳌港湾、日月湾、黎安湾、铁炉湾、
亚龙湾、三亚湾、红塘湾、崖州湾、龙沐湾、北黎湾、棋子湾、后水湾、金牌港、澄迈湾、边
湾17个重点港湾水质优，昌化港湾水质良好，海口湾、潭门港湾、洋浦湾3个重点港湾
水质一般，老爷海水质差，清澜湾、小海、新村湾3个重点港湾水质极差。其中清澜湾、
小海、新村湾、老爷海、海口湾、潭门港湾、洋浦湾7个重点港湾个别功能区水质超标2，
超标指标为化学需氧量、活性磷酸盐、无机氮。

7个重点园区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优，特征污染物均未检出。除江东新区个别点
位化学需氧量为二类外，其余6个重点园区各监测指标均符合一类海水水质标准。

8个海水养殖区中，文昌冯家湾、乐东莺歌海、东方板桥镇、临高后水湾4个养殖
区水质优，满足养殖区水质要求；陵水黎安港养殖区水质一般，海口东寨港养殖区水
质差，万宁小海、陵水新村2个养殖区水质极差，未能满足养殖区水质要求，超标指标
为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粪大肠菌群。

主要森林旅游区空气负离子水平

全省主要森林旅游区空气负离子浓度处于较高水平，霸王岭、五指山、七仙岭、铜
鼓岭、呀诺达等5个主要森林旅游区3空气负离子平均浓度分别为2954个/立方厘米、
3090个/立方厘米、3267个/立方厘米、2685个/立方厘米、5280个/立方厘米，均优于
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清新空气1000～1500个/立方厘米的标准，对人体健康有利。

注：1.地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每月监测一次，县级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每季度监测

一次。受疫情影响，三亚赤田水库、大隆水库、半岭水库、福万-水源池水库8月、9月未开展饮用水水

源地监测工作；儋州南茶水库、松涛水库8月未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监测工作。

2.重点港湾水质目标为《关于印发海南省全面推行湾长制实施方案的通知》（琼办发〔2021〕8

号）确定的水质目标。

3.受疫情影响，尖峰岭、亚龙湾、吊罗山等3个主要森林旅游区无法进入，未开展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