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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要求

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卡
“一卡通”
服务管理工作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陈王凤冤 4 月 15 日上午袁省长沈
晓明主持召开七届省政府第 26 次常
务会议袁 研究推进社会保障卡 野一卡
通冶服务管理工作等事宜遥
会议提出袁以野建立社会保障卡为
载体的耶一卡通爷服务管理模式冶为总
目标袁到 2021 年底袁实现社会保障卡

可办理个人的各项政府公共服务管理
业务袁逐步实现一卡通办遥 会议决定袁
将拓展社会保障卡的公共管理尧 自主
业务查询和办理尧缴费尧待遇发放等基
本功能袁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尧医疗
健康尧城市交通和公共服务尧旅游尧工
会会员服务尧 志愿服务尧 本地居民优
惠尧 其他政府公共服务管理和政务服

务管理等应用功能遥
会议审议了 叶海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的若干
措施曳袁提出建立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
创新管理制度袁 赋予科研人员更大自
主权袁最大程度释放科研创新活力遥海
南将技术路线决策尧团队组建尧科研设
备采购等权限下放给科研单位和科研

人员曰 科研人员可根据科研活动实际
需要自主调整直接费用除设备以外的
全部科目支出数额及比例曰 鼓励项目
单位先行投入项目研发袁 可追溯确认
前期预研和筹备的经费投入遥
会议听取了非洲猪瘟防控工作情
况遥截至目前袁海南还未发现非洲猪瘟
疫情遥会议强调袁要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委的部署要求袁 高度重视非洲猪瘟防
控工作袁落实责任袁严防死守袁加强监
测预警袁健全防控应急体系袁同时要保
障市场供给遥
会议审议了 叶海南省降低社会保
险费率综合方案曳袁 要求加快制度创新袁
推动全省统筹袁切实为企业减税降费遥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遥

全省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工作会议召开 创新优化野放管服冶改革

最高法批复同意

办理身份证24小时即可领到手

海南设立
两类法庭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育超 特约记者 宋洪涛 通讯员 陈炜森冤 省公安
厅 4 月 15 日召开全省治安管理工作会议袁全省公安治安管理部门将以建国 70 周年大庆安保
工作为主线袁强化治安风险防范化解袁全力维护全省社会大局稳定曰强化基层基础工作袁创新
优化野放管服冶改革袁出台居住证和落户等便民措施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尧幸福感遥
会议强调袁 全省公安机关要扎
实做好维护稳定尧治安防控尧打击整
治尧管理服务等各项工作遥要重拳打
击整治突出治安问题袁 深入开展打
击整治枪爆危险物品违法犯罪专项
行动和黄赌野断链冶行动和野扫黄打
非冶专项行动袁重点打击一批侦办一
批跨境尧跨省尧跨市县网络赌博和组
织卖淫重大黄赌案件袁 持续遏制黄
赌违法犯罪活动袁 紧盯食品药品等
民生领域违法犯罪袁 切实让人民群
众感到环境舒心尧食品放心尧药品安
心遥要补齐安全监管短板漏洞袁确保
公共安全形势持续平稳遥 要全力做
好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工作袁 深入开
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袁 做好应急处

突准备袁加强社会面巡逻防控袁坚决
维护全省社会稳定遥
会议要求袁 要以民意民生为导
向袁推动治安部门野放管服冶改革提
档升级遥 进一步深化治安野放管服冶
改革袁 在全省各市县有条件的社区
便利店尧商超尧政务窗口尧人流密集
场所投放 300 台 野智慧警务便民服
务站冶袁为市民群众提供治安尧户政尧
出入境尧 交管等业务的网上政务服
务袁实现全天候不间断贴近式服务袁
将警务便民服务延伸到社区遥
大力推广居民身份证 24 小时
自助受理尧领证服务袁进一步拓宽落
户通道袁 推进居住证制度覆盖全部
未落户城镇常住人口袁对在我省野一

标三实冶 信息系统内办理暂住登记
不满半年但实际居住尧就业尧就读超
过半年以上袁 以及因建设海南自贸
区渊港冤需要引进的人才和机关事业
单位编制内引进渊调动冤的人才袁急
需使用居住证的袁 开通居住证办理
绿色通道袁 深入推进港澳台居民身
份证发放工作袁提高发证数量遥
据悉袁 我省在全国率先实现全
省范围内旅馆尧 旅租场所人脸识别
核验设备安装全覆盖袁 安装人脸识
别核验设备 5559 家袁推进散装汽油
实名登记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安装全
覆盖袁安装加油站 502 家袁强化散装
汽油动态监控袁覆盖率达 100%遥 扎
实开展扫黄禁赌尧缉枪治爆尧野利剑冶

等专项行动袁 全省共受理治安行政
案件 50155 起袁 同比下降 15.8%袁查
处 48755 起袁 打击处理人员 30795
人袁行政处罚 21810 人遥 共破获食药
环等犯罪案件 40 起袁抓获犯罪嫌疑
人 82 名袁涉案金额达 9000 余万元袁
打击整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遥 全
省涉枪案件尧持枪犯罪案件尧爆炸案
件 同 比 下 降 58.5% 尧24.2% 尧50% 袁
呈 断崖式下降态势遥 破获了昌江
野11窑13冶跨区域特大网络赌博案尧儋
州野5.8冶特大网络赌博案尧野1.11冶三
亚凤凰岛特大组织卖淫案件尧 昌江
野9.7冶 重大组织强迫引诱幼女卖淫
案等一批重特大案件袁 受到公安部
和省领导的肯定遥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

杨思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 15 日袁商报记
者从海南廉政网获悉袁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尧董事长杨思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袁目前正接受海南省纪委监委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遥

杨思涛简历
杨思涛袁男袁汉族袁1964 年 11 月
出生袁广东大埔人袁在职研究生学历袁
历史学博士学位袁 高级经济师袁1985
年 7 月参加工作袁1989 年 6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遥
1985.07要要
要1995.07 历任中国海
洋石油总公司南海西部公司通讯发
讯台责任技术员尧电源站站长尧副台
长兼工会主席尧台长尧党支部书记曰
1995.07要要
要2000.11 历任中国海
洋石油南海西部公司副处级干部尧海
南化肥项目经理渊正处级冤曰
2000.11要要
要2004.12 历任海南省
澄迈县政府副县长尧县委常委尧县委
副书记袁 兼老城开发区工委书记尧管
委会主任曰
2004.12要要
要2006.02 任海南省澄
迈县委副书记袁县政府县长兼老城开发区工委书记尧管委会主任曰
2006.02要要
要2008.05 任海南省澄迈县委副书记尧县政府县长曰
2008.05要要
要2017.05 任海南省澄迈县委书记渊2009 年 8 月晋升为副厅
级袁2012 年 8 月晋升为正厅级冤曰
2017.05要要
要2017.06 任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曰
2017.06 至今袁任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遥
六届尧七届海南省委委员遥

涉嫌受贿行贿 海口4人被移送审查起诉

长流镇原镇委书记杨禧文
恣意用权 违规出让土地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魏铭纬 通讯员 符岩凌 周
幸女冤 日前袁海口市纪委监委将涉
嫌受贿犯罪的海口市秀英区长流
镇原镇委书记杨禧文袁长流镇镇海
社区党支部书记尧居委会主任郑作
述袁涉嫌行贿犯罪的海南中昌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邢志尧
秀英区长流镇博抚村村民吴礼颜
等 4 人袁以及涉嫌单位行贿犯罪的
海南中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袁移
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袁所涉财
物随案移送遥
经查袁杨禧文在担任海口市长
流镇镇委书记尧海口市秀英区长流
企业发展公司董事长期间袁恣意用
权袁甘于被围猎袁违反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袁未经土地主管部门审查和
市政府批准袁违规出让土地袁负有
主要领导责任曰杨禧文尧郑作述身
为党员干部袁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
定袁利用职务之便袁为海南中昌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谋取利益袁非法
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邢志尧秀英
区长流镇博抚村村民吴礼颜等人
财物袁性质恶劣袁情节严重袁涉嫌受

贿犯罪遥
据了解袁邢志与吴礼颜沆瀣一
气袁钻营围猎袁为感谢杨禧文尧郑作
述在其购买用地权益以及置换土
地等工作中提供的帮助袁以海南中
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义送给
杨禧文尧郑作述二人财物袁数额巨
大袁邢志尧吴礼颜涉嫌行贿犯罪袁海
南中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涉嫌
单位行贿犯罪遥
依据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曳等有关规定袁经海口市纪委常
委会尧市监委委务会议研究袁决定
给予杨禧文开除党籍处分尧取消其
退休待遇尧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涉
案款物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理曰给
予郑作述开除党籍处分尧责令其辞
去长流镇镇海社区居委会主任职
务尧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涉案款物
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理曰给予邢志
开除党籍处分尧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理曰将吴礼颜
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
处理曰将海南中昌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
依法处理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符雄助 通讯员 方茜冤 商报记者
从省高院获悉袁4 月 11 日袁 最高人民
法院批复同意海南设立海口知识产权
法庭和海南涉外民商事法庭 渊以下简
称两类法庭冤袁以更好地适应我省自贸
区渊港冤建设的新形势和新需求袁加快
形成法治化尧国际化尧便利化营商环境
和公平统一高效市场环境遥
随着海南自贸区渊港冤建设的不
断推进袁知识产权和涉外民商事纠纷
不断增加袁设立两类法庭有利于塑造
海南全方位对外开放和尊重知识产
权权益的国际形象袁有利于更好地满
足海南自贸区渊港冤建设的需求袁是海
南法院主动服务自贸区渊港冤建设的
担当体现遥
省高院有关负责人表示袁 两类法
庭的设立秉持专业性和全域性的思
路袁将集中全省法院优秀人才组建袁对
全省技术类知识产权一审民事尧 行政
案件和涉外民商事一审案件进行集中
管辖袁提升审理的专业化能力和水平遥
省高院将积极落实相关文件要求袁加
快推进建设两类法庭袁将海南建成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高地袁 大幅提升涉外民
商事案件的审理质量和效率袁 为推动
自贸区渊港冤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遥

清明期间

海南林草火灾
问责23人拘1人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李兴民 通讯员 陈磊) 商报记者
从海南省应急管理厅获悉袁 今年清明
节期间全省共接林草火警 27 起袁目前
已治安拘留 1 人袁问责 23 人遥
据悉袁27 起火警中发生森林火灾
4 起袁儋州市尧东方市尧临高县尧定安县
各 1 起遥 其中袁一般森林火灾 2 起袁较
大森林火灾 2 起袁 过火面积 6.63 公
顷袁受害森林面积 5.15 公顷遥 火灾均
在当日扑灭袁 全省没有发生重大森林
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遥

公 告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袁省委宣
传部尧省文体厅尧省记协自 即日
起袁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案
件线索举报遥 我们郑重承诺院严
守保密规定袁对重要线索一查到
底袁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遥
举报电话院
12318渊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冤
66810531渊省记协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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