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 渊数字记者 叶娇
通讯员 黄玉婷冤据海南廉政网 10月
20日消息袁日前袁海口市龙华区纪委
对海口市海瑞学校原校长李秀华严重
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遥

经查袁 李秀华在担任海口市海瑞
学校校长期间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袁截
留学前班学生报名费袁 并将部分报名
费据为己有遥 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
并涉嫌犯罪遥

依据有关规定袁 经区纪委监察局
研究并报区委区政府批准袁决定给予李
秀华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曰将其涉
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遥

三亚市住建局保障科科长

张贵杰涉违纪
接受组织调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数字记者 叶娇冤
据海南廉政网 10月 20日消息袁 三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保障科科长张贵
杰涉嫌违纪袁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遥

海口市海瑞学校原校长

李秀华截留报名费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商报讯渊记者 叶娇 通讯员
裴嫚 段小申冤 为进一步压实各
级党委渊党组冤的主体责任和纪
委渊纪检组冤的监督责任袁近日袁
省纪委就 9月份全省各地各部
门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尧反对野四风冶和整治庸
懒散奢贪情况发出通报遥

通报指出袁今年 9月袁全省
19 个市县袁99 个省委部门尧省
级国家机关尧 人民团体袁9个省
属高校和 12个省属企业袁共查
处相关违纪违规问题 121 件袁
处理 180人袁 给予党政纪处分
100人袁组织处理 12人袁诫勉谈
话 68人遥 截至 10月 15日袁仍
有极少数单位未按要求报送有
关情况遥

通报要求袁各级党委渊党
组冤要切实担当起管党治党的
政治责任袁纪委渊纪检组冤要强
化监督执纪问责袁共同运用好
监督执纪的野四种形态冶袁切实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袁让纪
律和规矩立起来尧 严起来尧执
行到位 袁 成为不可触碰的底
线袁 用纪律和规矩管全党尧管
根本袁以严明的纪律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遥

通报强调袁 省纪委将持续
对各级党组织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尧反对野四风冶
和整治庸懒散奢贪情况进行通
报袁 对于不按照报送规定要求
报送情况的单位负责人将进行
约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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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叶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国内成
品油价格的通知曳渊发改电 也2015页629号冤规
定袁 我省成品油价格调整及推广国 V标准汽
柴油价格有进行变更袁汽尧柴油渊标准品冤价格
每吨均提高 50元遥调整后袁90号尧93号尧97号
汽油和 0 号柴油每吨最高零售价格分别为
7360元尧7802元尧8243元和 6390元遥

按照省政府统一部署袁 我省自 2015年
10月 20日起在全省陆地上全面推广使用国
V标准车用汽柴油遥 根据 叶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油品质量升级价格政策有关意见的通

知曳渊发改价格也2013页1845号冤规定袁车用汽尧
柴油渊标准品冤质量标准从第四阶段升级至第
五阶段的加价标准分别为每吨 170元和 160
元遥 升级后袁89号尧92号尧95号汽油和 0号柴
油每吨最高零售价格分别为 7530 元尧7982
元尧8434元和 6550元遥 每升最高零售价格见
附件遥

根据油气价格联动的有关规定袁 将我省
车用压缩天然气销售价格从 4.81元/立方米
渊等值换算为 6.68元/公斤冤调整为 4.95元/立
方米渊等值换算为 6.88元/公斤冤遥

我省成品油价格调整及推广国 V标准汽柴油价格进行调整

92号汽油每升上涨 0.18元
商报讯渊记者 臧会彬冤根据叶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推广使用国吁标准车用汽柴油

工作总体方案的通知曳袁经过一个月的油品置换袁至 10月 20日全省陆地加油站已置换为国
吁标准车用汽柴油遥 从 10月 20日 24时起我省执行国吁标准车用汽柴油零售价格袁 调整
后袁89号汽油 6.55元/升尧92号汽油 7.08元/升尧95号汽油 7.50元/升尧0号柴油 5.63元/升遥

海南通报上月查处反对野四风冶和整治庸懒散奢贪等情况

查处违纪问题 121件 处分 180人

野全面深化改革与打造国际旅
游岛的升级版冶主题论坛召开

专家探讨海南
产业转型升级

海南省国 V标准车用汽柴油
最高零售价格表

单位院元/升

说明 院1. 执行国家标准 叶车用汽油 曳
渊GB17930-2013冤和叶车用柴油曳渊GB19147-2013冤
中符合车用汽柴油渊V冤的技术要求遥 2.以上汽油
含 1.05元/升车辆通行附加费袁0号柴油未含车
辆通行附加费遥 3.以上价格均为含税价格遥

品名

89号汽油

92号汽油

95号汽油

0号柴油

金额

6.55
7.08
7.50
5.63

序号

1
2
3
4

商报全媒体讯 渊数字记者 叶
娇 通讯员 苏秦冤据海南廉政网 10
月 20日消息袁近日袁针对琼中县教
育系统存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
体责任偏松偏软问题袁县教育局党
委班子成员尧各中小学校负责人共
40多人被县纪委集体约谈遥

近年来袁琼中县纪委不断加大

纪律审查力度袁连续查办多起在县
教育系统党员干部发生的违纪违
规案件遥 据了解袁导致违纪违规常
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袁县教育局党委
对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工作流于形式袁 工作措施不得力
等遥前任局长王海山因严重违纪被
开除党籍尧开除公职遥 一些中小学

校存在设立和使用野小金库冶袁违规
发放津补贴袁长期挂账公款消费等
违纪违规行为袁这影响了正常的教
学秩序袁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遥 针
对这种情况袁 县纪委研究决定院对
县教育局党委班子成员尧各中小学
校负责人进行集体约谈遥

琼中：落实主体责任不力教育系统被集体约谈

商报讯渊记者 肖卫香冤20日袁由海
南省社科联渊院冤主办尧海南海南师范
大学承办的 野全面深化改革与打造国
际旅游岛的升级版冶 主题论坛在海南
师范大学南校区召开遥据悉袁此次活动
是海南省第二届渊2015冤社会科学学术
年会的分论坛之一袁 来自海南省内各
高校尧社科院所的专家尧学者共 50余
人参会进行了探讨遥论坛现场袁海南师
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明初作
了主旨发言 叶全面深化改革是打造国
际旅游岛升级版的强大动力曳遥 在全面
深化改革方面袁发言专家围绕海南产业
转型升级袁海南野双轮驱动冶发展战略袁
新型环保智库建设以及海南文化内涵
的提升等方面作了前瞻性的探讨遥

海南省社科联渊院冤副主席祁亚辉
表示袁 中国已经是智库建设的大国袁但
还不是智库建设的强国袁坐拥智库的数
量袁但竞争力仍有待提高遥 中国问题只
能由中国来研究袁其他国家智库对中国
的研究可能失之于浅和偏曰而海南智库
的建设发展途径也应当是集中海南人
才力量袁研究好尧研究透海南问题遥

海南师范大学校长林强表示袁近
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尧 博士点学
科建设尧省级社科人文研究基地尧学术
交流等方面长足发展袁 此次分论坛在
海师召开袁 将对海南师范大学学科建
设尧 科学研究和学术氛围的营造产生
重大影响遥

罗保铭接见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叶忠诚无限窑咱们村官有力量曳尧叶寻找海南
野最美村官冶曳主创团队

“为‘村官’点赞，也为媒体人点赞”
野我是带着感动看完了你们前

几期的报道遥 冶罗保铭深有感触地
说袁野基础不牢袁地动山摇冶袁海南广
大村干部是打通服务基层野最后一
公里冶的直接参与者袁是党野肌体冶
的野细胞冶遥 他们为维护政权稳定尧
带领百姓勤劳致富尧做好征地拆迁
服务发展大局等发挥了坚强的基
层战斗堡垒作用遥 没有他们年复一
年尧日复一日的爱民实干尧创业兴
业尧默默坚守袁就没有今天海南的
政通人和尧健康发展遥

罗保铭说袁 在商品经济时代袁
很多村干部不求回报尧 默默奉献袁

把个人价值同国家命运紧紧联系
在一起袁 彰显出特殊的人性之美尧
责任之美尧党性之美袁彰显了海南
国际旅游岛的软实力遥 在当前从严
治党的新常态下袁我们不光要看到
野蚁贪冶等基层反面典型袁更要多关
注宣传这些正面典型遥 海南广播电
视总台适时策划推出野村官冶报道
和活动袁符合中央精神尧海南省情
和时代要求袁 体现了政治意识尧大
局意识袁值得赞赏遥

在听取主创团队的所思所悟
后袁罗保铭备受感染遥 他说袁一方面
采编人员充分发挥媒体作用袁不辞

辛苦袁 深入挖掘优秀村官事迹曰一
方面又把在采访报道中汲取的精
神养料袁转化为践行野三严三实冶的
动力袁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袁这也是一种实干和担当遥 他
鼓励报道团队总结经验尧挖掘更多
先进典型和人物故事袁让野村官冶报
道更立体丰满遥

野我们不仅要树立林北川一个
典型袁 还要树立一群各有特色尧爱
百姓尧爱家乡袁常年坚守基层袁为群
众服务的好耶村官爷袁让榜样更有力
量尧更有说服力遥 冶罗保铭要求组织
部门加大对基层干部的重视和扶

持曰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要扛起主
流媒体的责任担当袁深入一线挖掘
典型袁让广大野村官冶感受到荣誉和
认可遥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总编辑尹
婕妤表示袁叶忠诚无限曳系列即将迎
来百集袁在这一节点上得到省委的
高度肯定是我们前进的动力遥 目前
寻找野最美村官冶活动正在进行中袁
我们将用更多更好的作品彰扬正
能量遥

省委常委尧 组织部部长李秀
领袁省委常委尧秘书长胡光辉和省
委宣传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接见遥

商报讯 渊记者 叶娇冤由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系
列报道叶忠诚无限院咱们村官
有力量曳暨叶寻找海南野最美
村官冶曳 活动日前正式启幕遥

省委书记罗保铭昨日在海口接见了
活动主创团队遥 他表示袁广大村干部
长期扎根基层尧无私奉献袁为维护政
权稳定尧社会和谐和发展大局作出了
重要贡献袁 新闻媒体深入基层挖掘
野村官冶典型袁进一步放大了正能量袁
他为野村官冶点赞袁也为媒体人点赞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