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죽퇇쫐죋쏱헾뢮 죽퇇뺯놸쟸
맘폚뿧쟸헷벯죽퇇뗘쟸룟킣퓚킣듳톧짺죫컩뗄춨횪

三府〔2019〕50号
各区人民政府，各区人民武装部，市人民政府

各部门，警备区战备建设处、政治工作处、动

员处、保障处：

为破解我市大学生征兵区域不均衡难题，

提高各区征兵工作质效。根据省征兵办通知要

求，结合我市高校征兵工作实际，经充分考虑

全市高校在校大学生征兵资源分布情况，并广

泛征求各部门有关意见，经研究决定，在我市

打破高校属地征集模式，创新实行“跨区征集”

的办法，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实行跨区征集

按照既保证征集工作的连续性，又有利于

工作开展、负担均衡的原则，结合各区户籍人

口基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等 2项指标，以及三

亚地区高校征兵资源分布情况，将三亚地区 6

所高校在校大学生征兵资源对应划入 4个区统

一征集，具体分配如下：

（一）海棠区（2所）：中瑞酒店管理职业

学院、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二）吉阳区（2所）：三亚学院、三亚理

工学院；

（三）天涯区（1所）：三亚航空旅游职业

学院；

（四）崖州区（1所）：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二、明确责任分工

各区人民政府要按照谁征集谁负责的原

则，新划入各区高校的大学生征集工作由该区

人民政府负责，要切实做好各高校在校大学生

的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审批定兵、交接运输

及被批准入伍后的优待安置等工作，针对 2018

年大部分高校未完成征集任务，特别是大学毕

业生征集比例未到达要求的实际情况，结合本

区实际，制订激励在校大学生入伍的配套措施。

各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要加强与军地有关部

门的沟通协调，合力推进征集在校大学生入伍

工作。全市各级教育、民政、公安、财政、卫

生计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交通运输等部门

要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征集高校在校大学

生入伍工作。

三、严格工作要求

市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各区人民政府要

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大局意识，严肃征兵纪律，

把握关键环节，切实把宣传发动、优先征集、

廉洁公开、优抚安置等工作做细做实，确保征

集高校在校大学生入伍工作顺利开展。对违反

工作纪律，工作落实不力，造成不良影响的，

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三亚市人民政府 三亚警备区

2019年 2月 20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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죽퇇쫐죋쏱헾뢮
맘폚펡랢죽퇇쫐싌쿟뿘훆맦뮮뗄춨횪

三府〔2019〕56号
各区人民政府，育才生态区管委会，市各有关单位:

《三亚市绿线控制规划》已经七届市政府第 4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

《三亚市绿线控制规划》内容详见门户网站。

三亚市人民政府

2019年 2月 28日

（此件主动公开）

죽퇇쫐죋쏱헾뢮냬릫쫒
맘폚펡랢죽퇇쫐죋닅힡랿ퟢ쇞늹쳹뫍릺랿늹쳹

짪쟫랢럅맦돌ꎨ쫔탐ꎩ뗄춨횪
三府办〔2019〕19号

各区人民政府，各管委会，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三亚市人才住房租赁补贴和购房补贴申请发放规程（试行）》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2月 15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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죽퇇쫐죋닅힡랿ퟢ쇞늹쳹뫍릺랿늹쳹

짪쟫랢럅맦돌ꎨ쫔탐ꎩ

为贯彻落实《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

（2018-2025年）》（琼发〔2018〕8号）、《中
共海南省委办公厅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

发〈关于引进人才住房保障的指导意见〉的通

知》（琼办发〔2018〕41号）、《海南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实施引进人才住房保障有关

问题的通知》（琼建房〔2018〕251号）等文件
精神，做好我市人才住房租赁补贴和购房补贴

申请发放工作，制定本规程。

一、申请对象、补贴标准、资金承担比例

按照《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 海南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引进人才住房保障的指导

意见〉的通知》（琼办发〔2018〕41号）、《海
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实施引进人才住房

保障有关问题的通知》（琼建房〔2018〕251
号）以及《海南省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2017
年）》等文件规定执行。

二、受理时间与方式

我市人才住房租赁补贴和购房补贴由所在

单位、个体工商户向市级人才服务“一站式”

平台申请。

人才住房租赁补贴一般每季度集中受理一

次，分别为 4月 15日至 25日、7月 15日至 25
日，10月 15日至 25日以及次年 2月 13日至
23日工作日时间。

人才购房补贴一般每年度集中受理一次，

为 11月 15日至 25日工作日时间，12月份补贴
顺延至下一年度申报。

申报时间如遇节假日冲突的，时间顺延并

将及时告知。

三、申报材料

（一）申请人应向用人单位（个体工商户）

提供以下资料：

1.身份证（护照）复印件；
2.三亚市人才住房租赁补贴和购房补贴申

请表；

3.高层次人才认定材料或学历学位证书或
职称证书（复印件）；

4.经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的购房合同
或房管部门备案的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

5.申请时间段对应的个人社会保险缴纳证
明或个人缴税清单（首次申请需附上 2018年 4
月 1日至 2018年 5月 13日期间社保清单或个
人缴税清单，证明在海南无个人所得税或社会

保险缴纳记录）；

6.与用人单位签订的聘用（劳务）合同（可
由单位集中提供）或营业执照（复印件）；

7.其他所需要补充说明情况的材料。

（二）用人单位（个体工商户）应向市级

人才服务“一站式”平台提供以下资料：

1.三亚市人才住房租赁补贴和购房补贴单
位信息表；

2.三亚市人才住房租赁补贴和购房补贴申
请明细表；

3.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4.单位公示情况有关材料；
5.其他所需要补充说明情况的材料。

四、办理流程

（一）申请。申请人登录三亚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下载《三亚市人才住房

租赁补贴和购房补贴申请表》，与相关证明材

料一并提交用人单位（个体工商户）审核。

（二）初审。用人单位（个体工商户）受

理申请材料后，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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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审核，并将通过初审的申请人情况在本单

位公示 5个工作日。
（三）受理。用人单位（个体工商户）下

载并填写《三亚市人才住房租赁和购房补贴单

位信息表》和《三亚市人才住房租赁和购房补

贴单位申请明细表》（加盖公章），将本单位

已通过初审并公示的申请人资料及用人单位所

需提供资料报至市级人才服务“一站式”平台。

（四）审核。市级人才服务“一站式”平

台收到用人单位（个体工商户）申报资料后，

核查资料是否齐全，对资料不齐全、不符合条

件的，限受理材料结束日起 5个工作日内予以
补正。

（五）复核。市人才服务“一站式”平台

负责申报材料复核，通过内部流转，由组织、

人社、住建、教育、税务等部门协助复核单位

提供材料真实性，各相关部门须在 10个工作日
内完成流转办理。

（六）发放。复核无异议后由市人力资源

开发局向用人单位发放，再由用人单位向申请

人发放。

五、监督管理

对违反规定、弄虚作假骗取住房租赁补贴、

购房补贴或实物住房的单位和个人，除追回补

贴资金或实物住房外，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并

列入诚信“黑名单”，整改结束之前，不再受

理该单位补贴申请，同时由工商、税务、金融

等部门实施联合惩戒，从严从重处罚。

对国家工作人员在补贴申请发放工作中滥

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依纪处

理。

六、联系方式

受理地址：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人才

服务“一站式”平台窗口。

联系电话：0898-38221837、38221873、
38219496。

附件：1.三亚市人才住房租赁补贴和购房补
贴申请表（略）

2.三亚市人才住房租赁补贴和购房补
贴单位信息表（略）

3.三亚市人才住房租赁补贴和购房补
贴申请明细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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죽퇇쫐죋쏱듺뇭듳믡뎣컱캯풱믡죎쏢쏻떥

2019年 2月 16日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张作壮为三亚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任熙德为三亚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谢庆林为三亚市金融发展局局长（兼）；

高富宅为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陈震旻为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局长；

樊木为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马业仲为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冼国剑为三亚市商务局局长；

王国平为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李军为三亚市民族事务局局长；

唐国梁为三亚市外事办公室主任；

吴清江为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黄海雄为三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顾浩为三亚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周春华为三亚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王晓为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严连勇为三亚市医疗保障局局长；

冯永杰为三亚市扶贫工作办公室主任；

吴亚军、麦永锋为三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决定免去：

王宏宁的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职务；

云大飞、李波立、罗小明的三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孙树光的三亚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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죽퇇쫐죋쏱헾뢮죎쏢쏻떥

2019年 2月 16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决定：

高富宅同志任三亚市海洋局局长、三亚市测绘地理信息局局长；

李建军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何海英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陈武卫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李丹青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段德玉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高中贵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吴坤苗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王雪颜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总工程师；

何大哲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总规划师；

罗忠达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调研员；

蓝林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调研员；

朱世聪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调研员；

陈琴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调研员；

倪明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调研员；

李伟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调研员；

曾宪领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调研员。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张磊同志任三亚市扶贫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继续试用至期满）。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崔家炳同志任三亚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免去其三亚市海棠湾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

长、法定代表人职务；

免去陈仕杰同志三亚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免去禹成兵同志三亚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黄晓敏同志任三亚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黄海林同志任三亚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胡范平同志任三亚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调研员；

王贵满同志任三亚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调研员；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吴清江同志任三亚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局长；

张利同志任三亚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三亚市营商环境服务局局长，免去其三亚市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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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动员办公室主任（兼）职务;

周俊同志任三亚市外国专家局局长；

陈潇同志任三亚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钟声同志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法定代表人；

刘锡安同志为三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陈金波同志任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调研员；

免去吴海峰同志三亚市交通战备办公室主任（兼）职务；

免去张作壮同志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局长职务，另有任用；

免去侯振华同志三亚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主任职务，另有任用；

免去谢俊山同志三亚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另有任用；

免去郑小莉同志三亚市公务员局局长职务；

免去孙定鸿同志三亚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局长职务，另有任用；

免去高志远同志三亚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副主任（兼）职务；

免去朱鹏雄同志三亚市物价局（市价格监督检查局）局长职务；

免去许卫华同志三亚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副调研员职务，另有任用;

免去刘智宏同志三亚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副调研员职务，另有任用。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王晓同志任三亚市知识产权局局长；

文开平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正处级）；

李廷松同志因任职年龄到限，办理退休；

林道旭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王琼雄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符冬文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王家洪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吴照军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阎国镭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陈维杰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谢协越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陈利琛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总工程师；

吴月媚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员；

周广业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员；

许辉民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员；

肖辉雄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员；

林明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调研员；

陈海云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调研员；

祝相红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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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笑清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调研员；

孙慧中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调研员；

杜承德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调研员；

魏华任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调研员；

曾幸忠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调研员。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陈莉同志任三亚市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熊强同志任三亚市外事办公室副调研员;

吴压武同志任三亚市外事办公室副调研员;

柯奉山同志任三亚市外事办公室副调研员。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麦明胜同志任三亚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正处级）；

易治军同志任三亚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陈求聪同志任三亚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免去其三亚市地震局副局长职务；

许海文同志任三亚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免去其三亚市地震局副局长职务；

颜昌鸿同志任三亚市应急管理局副调研员；

杨欢同志任三亚市应急管理局副调研员；

潘安富同志任三亚市应急管理局副调研员；

李振宇同志任三亚市应急管理局副调研员；

谭铁强同志任三亚市应急管理局副调研员，免去其三亚市地震局副调研员职务；

陈常宽同志任三亚市应急管理局副调研员，免去其三亚市地震局副调研员职务。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陈百川同志任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刘凤娟同志任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陈丽华同志任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郑通勤同志任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施小兵同志任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调研员；

李学军同志任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调研员；

廖朝在同志任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调研员；

戴智仁同志任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调研员；

唐志坚同志任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调研员；

司朝起同志任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调研员。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吴智勇同志任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潘嫦英同志任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免去其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王蓓同志任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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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平同志任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副调研员；

蒲进方同志任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副调研员；

王玉宏同志任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副调研员。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关平同志任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正处级）；

韩建平同志任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

陈光发同志任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

王菲菲同志任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

叶凯中同志任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

唐嗣铣同志任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调研员；

曾文同志任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调研员；

羊逸同志任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调研员；

钟凤毛同志任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调研员。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黄兴武同志任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正处级），免去其三亚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正处级）

职务；

董朝周同志任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曲环同志任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陈鹏程同志任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免去其三亚市教育局副局长职务；

陈海英同志任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副调研员；

孙虎厚同志任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副调研员；

范德新同志任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副调研员；

钟升同志任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副调研员。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冼国剑同志任三亚市会展局局长、三亚市投资促进局局长；

左正和同志任三亚市商务局副局长（正处级）、三亚市口岸办公室主任；

孙器东同志任三亚市商务局副局长；

杨春玲同志任三亚市商务局副局长；

白冰同志任三亚市商务局副局长；

傅琼同志任三亚市商务局副调研员；

田东升同志任三亚市商务局副调研员；

姚德文同志任三亚市商务局副调研员；

张国义同志任三亚市商务局副调研员。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黎觉行同志任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局长；

凌秀东同志任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免去其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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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迎华同志任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免去其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总工程师职务；

黄自炳同志任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调研员，免去其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副调研员职务；

王凤山同志任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调研员，免去其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副调研员职务；

夏德华同志任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调研员，免去其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副调研员职务；

陈芳藻同志任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调研员，免去其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副调研员职务；

杨春华同志任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调研员，免去其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副调研员职务。

陈奔同志任三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免去其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职务；

郑先吉同志任三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免去其三亚市民政局副局长职务；

李文胜同志任三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调研员，免去其三亚市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副调研员职务。

2019年 2月 22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决定：

许克峥同志任三亚市司法局副局长（正处级）；

马凤梅同志任三亚市司法局副局长。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三亚市人民政府三亚警备区关于跨区征集三亚地区高校在校大学生入伍的通知
	三府〔2019〕50号
	各区人民政府，各区人民武装部，市人民政府各部门，警备区战备建设处、政治工作处、动员处、保障处：
	为破解我市大学生征兵区域不均衡难题，提高各区征兵工作质效。根据省征兵办通知要求，结合我市高校征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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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28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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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三亚市人才住房租赁补贴和购房补贴申请明细表；
	3.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4.单位公示情况有关材料；
	5.其他所需要补充说明情况的材料。
	四、办理流程
	（一）申请。申请人登录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下载《三亚市人才住房租赁补贴和购房补贴申请表
	（二）初审。用人单位（个体工商户）受理申请材料后，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并将通过初审的
	（三）受理。用人单位（个体工商户）下载并填写《三亚市人才住房租赁和购房补贴单位信息表》和《三亚市人才
	（四）审核。市级人才服务“一站式”平台收到用人单位（个体工商户）申报资料后，核查资料是否齐全，对资料
	（五）复核。市人才服务“一站式”平台负责申报材料复核，通过内部流转，由组织、人社、住建、教育、税务等
	（六）发放。复核无异议后由市人力资源开发局向用人单位发放，再由用人单位向申请人发放。
	五、监督管理
	对违反规定、弄虚作假骗取住房租赁补贴、购房补贴或实物住房的单位和个人，除追回补贴资金或实物住房外，依
	对国家工作人员在补贴申请发放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依纪处理。
	六、联系方式
	受理地址：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人才服务“一站式”平台窗口。
	联系电话：0898-38221837、38221873、38219496。
	附件：1.三亚市人才住房租赁补贴和购房补
	贴申请表（略）
	2.三亚市人才住房租赁补贴和购房补
	贴单位信息表（略）
	3.三亚市人才住房租赁补贴和购房补
	贴申请明细表（略）

	三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张作壮为三亚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任熙德为三亚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谢庆林为三亚市金融发展局局长（兼）；
	高富宅为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陈震旻为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局长；
	樊 木为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马业仲为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冼国剑为三亚市商务局局长； 
	王国平为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李 军为三亚市民族事务局局长；
	唐国梁为三亚市外事办公室主任； 
	吴清江为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黄海雄为三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顾 浩为三亚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周春华为三亚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王 晓为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严连勇为三亚市医疗保障局局长；
	冯永杰为三亚市扶贫工作办公室主任；
	吴亚军、麦永锋为三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王宏宁的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职务；
	云大飞、李波立、罗小明的三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孙树光的三亚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三亚市人民政府任免名单
	2019年2月16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决定：
	高富宅同志任三亚市海洋局局长、三亚市测绘地理信息局局长；
	李建军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何海英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陈武卫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李丹青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段德玉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高中贵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吴坤苗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王雪颜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总工程师；
	何大哲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总规划师；
	罗忠达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调研员；
	蓝林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调研员；
	朱世聪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调研员；
	陈琴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调研员；
	倪明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调研员；
	李伟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调研员；
	曾宪领同志任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调研员。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张磊同志任三亚市扶贫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继续试用至期满）。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崔家炳同志任三亚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免去其三亚市海棠湾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
	免去陈仕杰同志三亚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免去禹成兵同志三亚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黄晓敏同志任三亚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黄海林同志任三亚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胡范平同志任三亚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调研员；
	王贵满同志任三亚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调研员；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吴清江同志任三亚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局长；
	张利同志任三亚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三亚市营商环境服务局局长，免去其三亚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主任（
	周俊同志任三亚市外国专家局局长；
	陈潇同志任三亚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钟声同志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法定代表人；
	刘锡安同志为三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陈金波同志任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调研员；
	免去吴海峰同志三亚市交通战备办公室主任（兼）职务；
	免去张作壮同志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局长职务，另有任用；
	免去侯振华同志三亚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主任职务，另有任用；
	免去谢俊山同志三亚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另有任用；
	免去郑小莉同志三亚市公务员局局长职务；
	免去孙定鸿同志三亚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局长职务，另有任用；
	免去高志远同志三亚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副主任（兼）职务；
	免去朱鹏雄同志三亚市物价局（市价格监督检查局）局长职务；
	免去许卫华同志三亚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副调研员职务，另有任用;
	免去刘智宏同志三亚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副调研员职务，另有任用。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王晓同志任三亚市知识产权局局长；
	文开平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正处级）；
	李廷松同志因任职年龄到限，办理退休；
	林道旭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王琼雄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符冬文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王家洪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吴照军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阎国镭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陈维杰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谢协越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陈利琛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总工程师；
	吴月媚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员；
	周广业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员；
	许辉民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员；
	肖辉雄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员；
	林明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调研员；
	陈海云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调研员；
	祝相红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调研员；
	邱笑清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调研员；
	孙慧中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调研员；
	杜承德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调研员；
	魏华任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调研员；
	曾幸忠同志任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调研员。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陈莉同志任三亚市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熊强同志任三亚市外事办公室副调研员;
	吴压武同志任三亚市外事办公室副调研员;
	柯奉山同志任三亚市外事办公室副调研员。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麦明胜同志任三亚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正处级）；
	易治军同志任三亚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陈求聪同志任三亚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免去其三亚市地震局副局长职务；
	许海文同志任三亚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免去其三亚市地震局副局长职务；
	颜昌鸿同志任三亚市应急管理局副调研员；
	杨欢同志任三亚市应急管理局副调研员；
	潘安富同志任三亚市应急管理局副调研员；
	李振宇同志任三亚市应急管理局副调研员；
	谭铁强同志任三亚市应急管理局副调研员，免去其三亚市地震局副调研员职务；
	陈常宽同志任三亚市应急管理局副调研员，免去其三亚市地震局副调研员职务。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陈百川同志任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刘凤娟同志任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陈丽华同志任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郑通勤同志任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施小兵同志任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调研员；
	李学军同志任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调研员；
	廖朝在同志任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调研员；
	戴智仁同志任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调研员；
	唐志坚同志任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调研员；
	司朝起同志任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调研员。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吴智勇同志任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潘嫦英同志任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免去其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王蓓同志任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杨立平同志任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副调研员；
	蒲进方同志任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副调研员；
	王玉宏同志任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副调研员。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关平同志任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正处级）；
	韩建平同志任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
	陈光发同志任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
	王菲菲同志任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
	叶凯中同志任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
	唐嗣铣同志任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调研员；
	曾文同志任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调研员；
	羊逸同志任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调研员；
	钟凤毛同志任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调研员。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黄兴武同志任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正处级），免去其三亚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正处级）职务；
	董朝周同志任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曲环同志任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陈鹏程同志任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免去其三亚市教育局副局长职务；
	陈海英同志任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副调研员；
	孙虎厚同志任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副调研员；
	范德新同志任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副调研员；
	钟升同志任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副调研员。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冼国剑同志任三亚市会展局局长、三亚市投资促进局局长；
	左正和同志任三亚市商务局副局长（正处级）、三亚市口岸办公室主任；
	孙器东同志任三亚市商务局副局长；
	杨春玲同志任三亚市商务局副局长；
	白冰同志任三亚市商务局副局长；
	傅琼同志任三亚市商务局副调研员；
	田东升同志任三亚市商务局副调研员；
	姚德文同志任三亚市商务局副调研员；
	张国义同志任三亚市商务局副调研员。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黎觉行同志任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局长；
	凌秀东同志任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免去其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侯迎华同志任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免去其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总工程师职务；
	黄自炳同志任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调研员，免去其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副调研员职务；
	王凤山同志任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调研员，免去其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副调研员职务；
	夏德华同志任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调研员，免去其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副调研员职务；
	陈芳藻同志任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调研员，免去其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副调研员职务；
	杨春华同志任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调研员，免去其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副调研员职务。
	陈奔同志任三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免去其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职务；
	郑先吉同志任三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免去其三亚市民政局副局长职务；
	李文胜同志任三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调研员，免去其三亚市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调研员职务
	2019年2月22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决定：
	许克峥同志任三亚市司法局副局长（正处级）；
	马凤梅同志任三亚市司法局副局长。
	因机构更名或撤销所涉及以上同志原职务自然免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