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察机关指控袁2008 年至
2016年 3 月袁吴定国在相继担
任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局副
主任科员尧副局长兼测绘局局
长期间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
工程项目的土地规划尧 测量尧
制图等方面为他人提供便利袁
非法收受或索取他人财物共计
人民币 245 万元尧20 万港币尧1
万美元遥

2008年 3 月袁 海南万某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在陵水香水湾
B 区开发建设馨香旅游度假村
项目袁 吴定国利用职务便利提
供帮助袁 该公司董事长王某理
送给吴定国 5万元现金遥

2006年袁 海南万某房地产
有限公司在香水湾开发建设芭
堤亚酒店项目袁 吴定国利用职
务便利提供帮助袁 该公司副总
经理张某军送给吴定国 4 万元
现金遥

2010年袁 陵水某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欲以野招拍挂冶的
方式取得香水湾 B 区港尾新
村项目两宗国有土地使用权遥
为使该公司顺利参与竞拍袁吴
定国利用职务便利提供帮助袁
该公司股东马某送给吴定国 1
万美元现金遥

2012年袁 陵水某和地产投
资有限公司欲以野招拍挂冶的方
式获取南国侨城项目两宗国有
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袁 吴定国
利用职务便利提供帮助袁 该公
司总经理林某东送给吴定国 3
万元现金遥

2011年袁 陵水某科国际实
业有限公司欲以野招拍挂冶的方
式获取清水湾信息产业园项目
三宗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
权遥 吴定国利用职务便利提供
帮助袁 该公司原副总经理陆某
送给吴定国 3万元现金遥

2012年袁 海南国某公司启
动海南陵水国际泥疗养生休闲

度假区项目并开展相关前期工
作遥 为感谢吴定国对泥疗项目
的关照袁 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柳
某盛送给吴定国 30万元现金遥

2014年初袁 柳某盛请求吴
定国尽快协助将辽宁国茂公司
控股企业海南大金源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陵水英州
镇万安村委会红草坡 1100亩土
地转变为建设用地袁 柳某盛送
给吴定国 20万港币遥

2015 年年底袁吴定国到柳
某盛办公室以需资金投资为由
向柳某盛提出 野借款 冶400 万
元袁 为了让吴定国能尽快帮忙
协调将大金源公司持有的
1100 亩土地转变为建设用地
的事情 袁 柳某盛送给吴定国
200 万元现金遥

3月 26日袁 吴定国被陵水
黎族自治县监察委员会采取留
置措施遥 案发后袁吴定国家属全
部退赃遥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辉 摄影报道)海口市城建集团
承接负责搭建海口市砂资源综合信息
交易平台的任务以来袁 立即组织优质
进口砂源供应调查等一系列准备工
作袁制定了野统一供货尧统一堆放尧统一
销售尧统一运输冶的野四统一冶管理方
案曰通过竞价方式招商降低成本袁克服
船期尧泊位紧张等困难曰经过多轮洽谈
和考察袁遴选了一批优质进口河砂遥
据悉袁海口市城建集团 2.2万吨马

来西亚优质进口砂已于 7月 26 日顺
利到港靠岸袁 在市城建集团的主动沟
通协调下袁 已同多家海口市重点项目
施工单位尧 大型搅拌站达成了初步供
砂意向袁 为优质进口河砂到岸后的销
售工作奠定了基础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魏铭纬冤商报记者
8 月 8 日从省检察院获悉袁近
日袁 海南华电南亚能源发展有
限公司原总经理付国安涉嫌贪
污尧受贿尧伪造公司事业单位印
章罪一案袁 由昌江黎族自治县
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昌江黎族自
治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遥
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

院起诉书指控院 被告人付国安
身为国家工作人员袁 通过虚开
租车费发票尧虚列会务开支尧虚

增合同款尧 虚增项目租地款等
手段骗取公共财物袁 数额特别
巨大袁 依法应当以贪污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曰 被告人付国安利
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袁
向他人索取贿赂款袁数额特别巨
大袁为他人谋取利益袁依法应当
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曰被告
人付国安在没有上级或相关单
位批准尧授权的情况下袁授意他
人伪造公司尧 事业单位印章袁依
法应当以伪造公司尧事业单位印
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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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袁林仕錤违反政
治纪律袁向组织提供虚假
情况袁企图掩盖违纪违法
事实袁 对抗组织审查曰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袁为他人
谋取利益袁伙同他人共同
收受巨额财物袁涉嫌受贿
犯罪遥

林仕錤身为党员领
导干部袁 理想信念丧失袁
宗旨意识淡漠袁 口是心
非尧表里不一袁对党不忠
诚不老实曰 私欲膨胀袁以

权谋私袁 利用参与环保督
察工作之机袁 为砂场非法
采砂提供帮助袁性质恶劣袁
应予严肃处理遥 依据 叶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曳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曳
等有关规定袁 经省纪委常
委会会议研究袁 决定给予
林仕錤开除党籍处分曰由
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
分曰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
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
诉袁所涉财物随案移送遥

涉嫌受贿犯罪袁对抗组织审查 省委督查室原副主任

林仕錤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
海南华电南亚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原总经理

付国安涉嫌贪污受贿
伪造公司印章被公诉

海口 2.2万吨
优质进口河砂到港

在健康医疗负担逐渐加
重尧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尧优质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背景
下袁博鳌恒大国际医院渊美国
布莱根和妇女医院在华唯一
一家附属医院冤主动融入野健
康中国冶实践工作大格局袁构
建博鳌恒大国际医院尧海医一
附院双向转诊系统袁共享国内
外优质医疗资源遥

众所周知袁博鳌恒大国际
医院落地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以来袁 在美国布
莱根和妇女医院的全面指导
下袁 本着以患者为中心的理
念袁采用先进的 MDT诊疗模
式袁 运用国际先进的治疗手
段袁 包括 T-DM1 等国际新
药尧达芬奇机器人手术操作系
统袁配套管家式的医疗服务体
验等都得到来院患者的高度
评价遥 海医一附院是我省直
属医学院的附属医院袁 具有

雄厚的诊疗技术和强大的科
研基础遥此次双方强强联合将
助力海南医疗服务能力的提
升袁为提高本地居民健康水平
注入全新血液袁共谱海南健康
产业新篇章遥

据悉袁双方签署医联体合
作协议后袁双方将合作开展临
床研究袁玉期药物临床试验病
房是主要内容之一袁建立双向
联动机制袁 大力开展双向转
诊尧 开通远程病理尧 影像会
诊尧举办医师培训尧专家坐诊
巡诊尧护理实习培训基地等合
作项目遥同时履行好主体医院
职责袁 充分发挥双方专业优
势袁 主动下沉优质医疗资源袁
实现医院管理尧 学科建设尧临
床医疗和技术应用等资源共
享袁促进两院医疗技术的整体
提高袁 推动医联体的共同发
展袁更好服务于海南人民遥

此次医联体落地海南袁将

为海南健康产业建设加上浓
重一笔遥恒大健康产业集团首
席医学总监任国胜表示院野作
为医务工作者袁我们的最大目
标是让公众得到最及时尧最优
质尧最先进的医疗服务遥同时袁
探索最佳的医院发展模式袁通
过输出品牌尧管理尧技术和优
秀的执行团队袁放大优势医疗
资源价值袁 快速聚集优势技
术尧 资本袁 打造一个资源尧价
值尧利益充分共享尧共赢的医
疗新格局遥 冶

海南省政府相关领导指
出袁医疗联合体的建立是我省
医疗卫生行业里利国惠民的
一件大事袁各个医院应积极投
身到医联体的建设中来袁不断
强化服务理念袁 创新服务模
式袁 提高服务质量和技术水
平袁为保障全省人民的身体健
康作出贡献浴

博鳌恒大国际医院与海医一附院医联体签约
共享国内外优质医疗资源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杨燕 通讯员 文豪 摄影报道冤 8
月 8日袁博鳌恒大国际医院与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渊简称院海医一附
院冤医联体合作签约揭牌仪式在海南迎宾馆举行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商报记者 8
日从海南廉政网获悉袁日前袁经海南省纪委监委指定管辖袁海
口市纪委监委对海南省委督查室原副主任林仕錤严重违纪违
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遥

受贿人民币 245万尧20万港币尧1万美元

陵水原环保局长吴定国当庭认罪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符雄助冤 8月 6日上午袁陵水黎族自治县

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原陵水黎族自治县环保局局长吴定国受贿一案袁 其被控受
贿人民币 245万元尧20万港币尧1万美元遥庭审现场袁吴定国当庭表示认罪尧悔罪袁本
案将择期宣判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