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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和婷婷）记者 7 月 10 日从
海口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获悉，海口一项目
工地人员近日因随意倾倒建筑垃圾被投诉，
海口 12345 热线联动美兰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处理，该项目工地方因此被罚款 5000 元，
责令清除倾倒的建筑垃圾。

据了解，海口市民早前向 12345 热线反
映，美兰区灵山镇倚能美林湾小区北边有
一个工地堆放大量垃圾。随后，热线将此
列为督办件联动美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跟
进处理。

7 月 2 日上午，经美兰区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江东中队执法队员查实，市民所投诉的
项目工地为新琼片区回迁商品房项目，现场
堆放的垃圾和物料主要是塑料薄膜、建筑石
块渣土以及木质板材等。

“经过这两天的巡查，当有人员再次倾
倒湿渣土时，我们确定是新琼项目工地人员
倾倒。”美兰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员吴经
旭介绍，执法队员向项目工地方下达了《案

件初查通知书》，并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
规定》，当场对新琼项目方下达《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处 5000 元罚款；责令限期“清除
倾倒的建筑垃圾”和“恢复场地原状”。

随意倾倒建筑垃圾
海口一工地被罚款5000元，责令恢复场地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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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冼
才华）7 月 10 日上午，琼海市塔洋镇商业街
与琼文街交叉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
男子 (黄某诚，35 岁，琼海潭门镇人)驾驶一
辆白色起亚 K2 轿车，先后碰撞了 3 辆小车

后，又碰撞到 1 辆摩托车、1 辆电动车，造成
乘坐电动车的一对母子中儿子死亡、母亲
受伤。

事发后，琼海警方快速反应，第一时间
到达事故现场，立即组织将伤者送往琼海市

人民医院救治。该男子情绪激动，与现场执
勤人员发生纠纷，并殴打现场执勤的路管
员。随后，男子被民警当场控制，并带回派
出所接受处理。经初步调查，交通肇事男子
无吸毒史、精神病史，已排除其酒驾嫌疑。

目前，警方已将其带至琼海市人民医院进行
抽血检验，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琼海警方提醒，请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信
息，切勿随意转发未经核实的信息，不造谣、
不信谣、不传谣。

本报讯（记者肖倩 通讯员尹建军 李思
雨）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日前出台《海南省不
动产统一登记办事指南》(以下简称《办事指
南》)，实现全省一套材料标准办理不动产登
记，进一步规范服务行为，有效解决各市县登
记审查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提高办事效率，为
企业和群众提供优质、高效、满意的服务。

《办事指南》对各不动产登记类型的事项
类型予以明确，登记事项共 57 项，其中简易
事项 7 项，办结时限为 1 个工作日；一般登记
事项 48 项，办结时限为 3 个工作日(不含公告
时间)；复杂事项仅 2 项，为在建工程抵押 8 个
工作日和非公证继承、受遗赠审核 30 个工作
日。与此同时，全部去除“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的其他材料”的兜底条款，将受理材料清单

具体化，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
权首次登记，要求提供“相关税费缴纳凭证”，
经函询省税务主管部门之后，明确此类登记
业务提供的是契税缴税凭证。

《办事指南》覆盖不动产登记全部业务类
型，包括《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中未予规定
的林权类不动产登记内容，在《办事指南》中
给以具体化。将“林木所有权”概念进行解析
和套合，梳理出承包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及地
上森林、林木所有权和林木所有权的登记类
型，有效填补了林权登记内容；将无居民海岛
使用权纳入海域使用权的登记框架，搭建起
全登记类型框架；将《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
(试行)》原有的 52 种登记类型，扩展到 57 种
登记办事类型，形成完整的不动产登记类型

体系。
据介绍，《办事指南》规范不动产登记行

为，提高政府部门的诚信度，达到减时间、减
材料、减环节的目标，通过梳理划分登记事项
类型，明确不同登记类型的承诺时限，将有效
推进全省不动产登记的办事流程优化；严格
控制地方增加要件，去除多余的无法律法规
规定的要件，减少老百姓因办理事项不明确
而多次跑腿的问题，并避免因市县办理不动
产登记时收件材料不一，且因收件材料不一
带来的审查标准不一，出现不同市县办理效
率和质量有差别的情况。同时可对登记平台
的林权登记办理流程和系统模块进行重新优
化，有利于推进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优化，提
升不动产登记信息化水平。

我省出台不动产统一登记办事指南

提高办事效能 缩短办理时限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钟锦云）7 月 9
日 15 时许，乐东车站派出所民警根据情报信
息在海口抓获网上追逃人员蒋某。

经查，蒋某（23 岁，屯昌人）从 2018 年年
底开始就伙同几个朋友，开着借来或租来的

小汽车，凌晨时分到澄迈县某路口碰瓷敲诈
钱财。他们一般以面包车为目标碰瓷，然后
以私了为借口向车主讨要钱财。因涉嫌敲诈
勒索，蒋某被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新海边
防派出所网上追逃。

7 月 9 日当天，蒋某在海口某街头被乐东
车站派出所便衣民警抓获时还想逃脱，大声
喊叫“被人绑架”，叫路人打 110 报警求救。

目前，乐东车站派出所已将蒋某移交立
案单位进一步审理。

与人结伙碰瓷敲诈钱财
屯昌一男子被乐东铁警抓获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罗佳 白瑛
奇 顾玫）7 月 7 日，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月
川派出所抓获一窃贼，经案件深挖，共破获 3
起盗窃案件，追回电动车 2 辆。

7月6日13时50分，月川派出所接到陈先
生报案称，他的电动车（价值3000 多元）被盗。
民警走访周边群众，发现嫌疑人走路形态非常

特别，对案发现场周围环境十分熟悉。经分析
研判，嫌疑人再次出现案发现场的几率很大。
民警迅速在小区周边蹲守布控。

7 月 7 日上午，民警发现一可疑人员，迅
速上前盘查，并将其依法传唤回派出所调查。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邱某裕对盗窃电动
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同时还交代了另外

2 起盗窃案件，均已核实。
经查，邱某裕在案发当天，发现路边有一

辆崭新电动车未拔钥匙，于是心起贪念，迅速
将自己的电动车开到附近超市停车场停放，接
着快速跑到现场盗走电动车开回自己的租住
地。目前，三亚吉阳公安分局已依法对犯罪嫌
疑人邱某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

见电动车未拔钥匙心起贪念
三亚一男子涉嫌盗窃被刑拘

本 报 讯（记 者 李 业 滨 通 讯 员 罗 佳 白
瑛 奇 顾 玫）7 月 7 日 ，三 亚 一 市 民 出 门 办
事，以为电动自行车丢了，原来车辆未上锁
被热心保安推放至安全位置，经三亚市公
安局崖州分局南滨派出所民警调查快速将
车找回。

7 月 7 日 20 时 41 分，南滨派出所接报称，

市民李先生停放在南滨居委会大门口的一辆
电动自行车被盗（价值 7000 元）。接报后，民
警赶往现场了解情况，并向崖州分局阳超行
动中队通报警情。

“电动车是 2018 年购买的，发票还放在
车上。中午 11 点左右吧，我把车停在了居委
会的办公楼停车位上，拔下钥匙后就前往市

区办事了，不曾想回来后发现车不见了，于是
就报警了。”李先生说。

了解情况后，民警沿路走访周边群众，查
看视频监控。南滨居委会一保安说：“晚上 7
点，我看到一辆电动车没上锁，且天色已晚，
担心车被盗便推进了楼道内。”民警带着李先
生前往查看，正是他“被盗”的电动车。

三亚一市民未锁电动车，热心保安帮助移到安全位置

民警走访调查快速找回

省纪委通报 4起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

五指山妇联原主席
扶贫中受贿被双开
本报讯（记者李崇育）日前，海南省纪委对近期查处的 4

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进行通报。
五指山市妇联原党组书记、主席黄英玲在扶贫公共工

程、物资采购等项目实施过程中收受他人财物等问题。2014
年至 2017 年，黄英玲在担任市民宗局党组书记、局长和市妇
联党组书记、主席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扶贫公共工
程、种苗采购等项目中，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共计 40.8 万元。此外，黄英玲还存在违规收受他人礼品、违
规插手项目招投标等问题。2018 年 12 月和 2019 年 4 月，黄
英玲先后受到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被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违纪违法所得已被追缴。

定安县扶贫办副主任符焕国在扶贫物资采购工作中收
受他人“好处费”问题。符焕国 2016 年 10 月底参与扶贫黑猪
苗采购项目验收工作，2017 年春节前收受该项目供应商“好
处费”1 万元。2019 年 3 月，符焕国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
记大过处分。违纪所得已被追缴。

昌江县残联正科级干部王保龙等人在危房改造工作中
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危房改造补贴被重复领取问题。2017
年，王保龙和昌江县残联科员吴李刚对该县乌烈镇长塘村某
村民申请贫困残疾户危房改造指标提交的信息进行入户调
查，工作不认真、不负责，也未到相关部门进行数据比对，致
使已于 2013 年领取危房改造补贴的该村民再次领取危房改
造补贴 6 万元。2019 年 4 月，王保龙、吴李刚均受到党内警
告、政务记过处分。违规领取的补贴资金正在追缴中。

临高县博厚镇大雅村委会副主任王伟章不认真履行职
责致使不符合帮扶条件的贫困户未能被及时剔除问题。
2016 年 11 月，王伟章在包点大雅村委会雅东村扶贫工作中，
未严格按照要求抓好贫困户的动态管理，致使不符合贫困帮
扶条件的 1 户贫困户未能被及时剔除，造成国家扶贫资金损
失 84905 元。2019 年 5 月，王伟章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上述
贫困户已被剔除。

经营无批准文号
特殊用途化妆品
文昌一公司被责令停业5天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7 月 9 日，记者从文昌市场监管局
获悉，文昌百佳汇贸易有限公司经营未取得批准文号的特殊
用途化妆品，近日被该局责令停止经营化妆品 5 天。

据了解，3 月 6 日，执法人员对文昌市文城镇文霞路的文
昌百佳汇贸易有限公司经营的 6 盒御采堂染发焗油进行监
督抽样。检验结果显示：该产品批件与标签标识一致，但检
出批件与标签未标识的染发剂。

经查明，文昌百佳汇贸易有限公司于 2 月 12 日从文昌文
城恒芳商行以单价 16.8 元/盒的价格采购上述御采堂染发焗
油 6 盒。截至调查之日，该公司未取得批准文号的特殊用途
的御采堂染发焗油的违法所得为 100.8 元。

7 月 4 日，文昌市场监管局责令该公司停止经营化妆品 5
天，没收该公司违法所得 100.8 元，并处违法所得 2 倍罚款
201.6 元，罚没款合计 302.4 元。

未备案登记
从事餐饮经营

儋州2名餐饮经营者被罚1000元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儋州那大严琼万家香粽子店经营
者未经备案从事小作坊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儋州那大麦姐餐
饮店经营者未经登记从事小餐饮经营活动，7 月 2 日，儋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别依法对 2 名当事人进行警告，并罚款
1000 元。

5 月 18 日，执法人员依法对位于儋州市那大镇的严琼万
家香粽子店进行检查，发现该小作坊正在经营，主要生产经
营碱水粽、猪脚粽、排骨粽等各种粽子。经营者严某花现场
无法提供《海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备案证明》。

5 月 22 日，执法人员依法对位于儋州市那大镇农垦北路
172 号的店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发现该店正在经营餐饮服
务，负责人麦某恒现场无法提供《食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小餐
饮店的相关备案证明。

据介绍，当事人严某花、麦某恒 2 人未经备案登记从事
食品经营的行为，违反了《海南省食品摊贩监督管理办法(试
行)》相关规定。7 月 2 日，该局责令 2 名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
行为，并依法分别对 2 名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进行警告，并罚
款 1000 元。

我省第六期社戒社康业务培训开班

万宁陵水禁毒
专职人员参训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陈燕清）7 月 9 日上
午，我省 2019 年第六期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业务培训班在
万宁开班，培训为期 2 天。万宁各级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专职
工作人员242人，陵水县58名禁毒专职工作人员参加培训。

培训要求，学员们要把在培训中学习到的知识活学活用
到日常工作当中去，为社戒社康工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进一步增强搞好禁毒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打赢禁毒三
年大会战的总体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据了解，2 天的培训时间中，授课老师根据社戒社康工
作开展的实际情况，以及自身多年工作经历向学员们讲授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专职工作人员职责和考核讲解》《海南省
戒毒人员信用管理服务系统介绍》等课程，对于今后指导禁
毒专职工作人员的社戒社康工作有极大的帮助。

FZ 海南政法系统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省海口监狱开展廉政警
示教育活动

组织民警参观
反腐教育基地
本报讯（记者王慧 通讯员金胜利）7

月 9 日，省海口监狱组织党员民警参观省
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接受党性教育和
政治性警示教育。

在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监狱党
员干部民警观看了一幅幅“打虎拍蝇”的
醒目图片，了解了一件件违法乱纪的典型
案例。图文并茂的展示、声情并茂的解
说，让大家进一步了解我省近年来查处的
各类职务、经济犯罪案例，以“身边的人”
说“身边的事”。

据介绍，此次活动给党员干部民警上
了一堂生动形象的廉政党课，深化了全面
从严治党思想认识，接受了一次心灵上的
洗礼和教育。

省三亚戒毒所开展“先
进典型领学”活动

邀请模范人物
讲奋斗故事

本报讯（记者王慧 通讯员吴多志）7
月 10 日上午，省三亚强制隔离戒毒所开展

“先进典型领学”活动，由“新时代海南模
范司法行政人”四大队大队长陈峥讲奋斗
故事。

陈峥以“平凡坚守，担当作为——我和
我们的故事”为题，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从平凡坚守、书写新篇章、担
当作为、铸就新业绩等方面进行了讲述。

陈峥长期坚守在基层大队一线，他用
朴实的语言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工作经
验和切身体会。通过回顾四大队党支部
创建“机关党建示范点”的点点滴滴，讲述
了自己工作中如何用理论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如何抓党建带队伍促业务，如何培
养自己做好工作的狠劲、钻劲和韧劲。

省三亚强制隔离戒毒所要求民警们
通过身边先进典型的自身讲述，切实增强
学习先进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始终坚持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
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立足岗位、埋头苦
干，在平凡岗位上当先锋、做表率。

省信访局联合对口扶贫
村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参观中共琼崖
一大会址

男子驾车碰撞多车致死1人
琼海警方快速处置“7·10”交通事故，肇事男子已排除酒驾嫌疑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徐化鸿)7
月 10 日，省信访局与对口扶贫村文昌市东
阁镇凤头村联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现场体验学习教育活动。

当天上午，省信访局办公室党支部、
办信与网络信访处党支部、凤头村党支部
部分党员来到位于海口市解放西路的邱
氏祖宅。在中共琼崖一大会址前，大家重
温入党誓词，参观中共琼崖一大会址和琼
崖史料展，对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
倒”的革命历程进行了体验式学习。

随后，大家来到秀英区海秀镇水头
村。该村党群活动中心整合了便民服务
中心、多功能会议室等资源，中心外配建
了 9000 平方米的村民休闲广场。党群活
动中心的电教设备、器材设施、音像资料
和各种报刊读物及配套的会议室均面向
全村党员、群众开放。

水头村党群活动中心引起了省信访
局和凤头村党员们的极大兴趣，大家纷纷
为水头村的党建工作点赞。

教育活动现场教育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