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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6月 7日讯 （记者郭
萃 通讯员林晓婵）记者从海口市菜篮
子集团获悉，截至目前该集团已签约
的“菜篮子”末端网点达183个。集团
已与15个基地签订供销协议，面积达
到5469亩，整合各方资源共同开发

“千亩菜篮子种植产业园”。
据了解，海口市大型农副产品综

合批发市场项目正在积极推进中，目
前海口市秀英区政府已经开始场地清
表工作，力争10天内完成项目一期用
地的地面清表工作，确保9月30日前
完成3.5万平方米蔬菜交易区的竣工

验收以及1.8万平方米的高低温冷链，
4.8万平方米的水果、粮油、副食品交
易区的主体施工。社会资本采购合作
定于6月8日开标，完成社会资本的磋
商谈判和确定工作后立即成立项目公
司，办理施工许可，进场全面施工。

海口市菜篮子集团利用“放心
菜”“便宜菜”两大“拳头产品”，借助菜
篮子品牌优势加速“菜篮子”末端网点
拓展。截至目前菜篮子集团已签约的

“菜篮子”末端网点达183个。城区的
42家农贸市场已进驻14家，建立起
40个“菜篮子”蔬菜直销摊位。根据

农贸市场升级改造进度，6月份预计
可进驻白龙市场、凤翔市场、水英双拥
市场3家农贸市场，待9月份城区农
贸市场升级改造完成之后，力争实现

全覆盖。
此外，海口市菜篮子集团已与我

省15个基地签订供销协议，面积达到
5469亩，已签约的海口种植基地达

1851亩，其中叶菜种植面积430亩，
平均可日供叶菜11吨左右。在加强
与本地基地对接的同时，海口市菜篮
子集团还积极寻求与岛外基地的合
作，目前达成合作供菜意向的省外蔬
菜基地1200多亩。同时，海口市菜篮
子集团还在永兴、三江等镇洽谈大面
积蔬菜种植土地流转，筹划参照

“PPP”模式，搭建常年蔬菜供应基地
平台，引入社会资本合作，吸引基地企
业和专业合作社进驻，整合各方资源
共同开发“千亩菜篮子种植产业园”，
力争6月底取得实质性突破。

儋州土地开发整理储备
中心副主任王鹏被降级

本报海口6月7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
员郭璐）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儋州市纪
委日前对该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副主任王
鹏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王鹏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依
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儋州市纪
委、监察局审议决定，给予王鹏留党察看一年、
行政撤职处分，降为副科级另行安排工作；收缴
其违纪所得。

海口第二粮油储备公司
原董事长柯圣春公开受审

本报海口6月7日讯（记者丁平 通讯员
胡坤坤）今天，海口中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海口
第二粮油储备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柯圣
春受贿、滥用职权案。柯圣春在担任董事长期
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检察
机关指控其收受他人财物225万元，应当以受
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006年至2014年间，柯圣春在担任海口
第二粮油储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共收受蒙
某、冯某、庄某、黄某、陈某其、陈某财巨额财物
共计人民币225万元。

法庭将择日宣判。

儋州端掉一网络诈骗团伙

本报那大6月7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李国妹）记者今天从儋州市公安局获悉，该局
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动中，端掉一个利
用微信在网上招嫖的跨省团伙，一举抓获8名
犯罪嫌疑人。

近段时间，根据群众举报，儋州市公安局东
风派出所掌握一个线索：在那大城区恒大名都
二期某栋某房存在网络诈骗情况。派出所民警
在市刑警支队二大队警力支持配合下，将正利
用微信网上虚拟招嫖的许某滨等8名犯罪嫌疑
人全部抓获。

经审讯，这些犯罪嫌疑人有儋州本地人，还
有福建籍人，年龄范围为17岁至22岁。

据了解，目前这些犯罪嫌疑人已被刑拘，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农贸市场
直销摊位

与省内15个基地签订供销协议 与省外1200多亩蔬菜基地合作

海口整合资源开发“千亩菜篮子”
“菜篮子”
末端网点有

社区平价菜店
及超市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说起蜘蛛，很多人都见过。可
是，究竟有什么用途？如何养殖？知
道的人就少了。

“我们公司以五指山蜘蛛为原
料，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与清华大学
深圳研究生院、国际蜘蛛科学研究院
及老中医合作，已经初步建成一家从
养殖、科研到深加工的蜘蛛全产业链
创新企业。”海南蛛王药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一强告诉记者，他们规划了
与蜘蛛有关的黎族医药、化妆品、保
健品、文化旅游等7大产业发展方
向，其目标是打造海南黎族医药第一
品牌，开拓现代蜘蛛生物健康产业。

五指山蜘蛛用途多

五指山蜘蛛是海南独特的生物

资源，史料有载，海南人民利用虎纹
捕鸟蛛入药，治疗多种疾病，积累下
许多珍贵经验。

老中医华良才在民间药方的基
础上，整理提高了蛛王1号、蛛王风
湿酒、海南蜘蛛精等多种黎药方剂。

“我国中药材得到世界科学界认可并
进行同步研究的品种并不多见，海南
蜘蛛是其中之一，整理提高的‘蛛王1
号’已成为一款古法新用、临床效果显
著的新型黎药。”华良才说，海南蜘蛛
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蛋白质含量高、
胆固醇低、油脂少，含有丰富的游离氨
基酸。黎族人认为，烤蜘蛛1到2只，
去其体上绒毛后食用，能降火驱寒。

蛛王1号、海南蜘蛛精投放市场，
蛛王风湿酒等多种黎药方剂研制成
功，炸蜘蛛成为餐桌上的美味……随
着五指山蜘蛛产业链条的不断拓展，
人们看到了蜘蛛养殖的广阔前景。蛛

王药业五指山蜘蛛养殖基地自2015
年开始，采取“统一幼蛛、统一培训、统
一管理、统一回收”的方式扶持山区农
民饲养蜘蛛。五指山蜘蛛养殖基地目
前养殖蜘蛛近70万只。

据悉，海南蛛王药业正在筹备建
设蛛王部落文化旅游景区，打造蜘蛛
文化主题公园，为五指山旅游增添新
产品。

农民走起别样致富路

现在，作为前景广阔的生态扶贫项
目，蜘蛛养殖已经成为五指山部分农民
脱贫的途径之一。近日，记者来到五
指山市什兰村委会牙南下村，该村10
户农民成立了五指山牙南种养专业合
作社，养殖了近2万只五指山蜘蛛。

“我们的养殖基地去年9月份建
成并通过验收，新建养殖房的大部分

经费由政府补贴。”合作社成员李少
琼告诉记者，蜘蛛种苗由五指山蜘蛛
养殖基地提供，养殖一年左右，基地
就会来回收，每只蜘蛛利润可达10
元左右，“五指山蜘蛛养殖基地对养
殖户开展了蜘蛛养殖技术培训，从蜘
蛛食物培育、养殖房温度控制等方面
逐一教授，养蜘蛛已经半自动化了，
比养鸡、养猪还轻松，合作社还将扩
大养殖规模。”李少琼说。

据介绍，目前，蜘蛛养殖已从室
内走向野外，村民们在房前屋后、橡
胶林等地打洞养殖，不需要占用耕
地，解决了山区农民平均占有耕地少
的问题。五指山市南圣镇什兰村村
民黄政珍说：“不靠天，不占地，只要
一个洞，来年就来钱。”

据了解，今年五指山蜘蛛养殖项
目将带动五指山市500户约3000人
创业。 （本报五指山6月7日电）

五指山探索蜘蛛规模化养殖，产业链条正逐步形成

念好“蜘蛛经”走别样致富路本报海口 6月 7日讯 （记者丁
平）今天上午，黑龙江人胡恩学为北京
某医院的白血病患者捐献210毫升造
血干细胞悬浮液。胡恩学成为全国第
5717例，海南第70例捐髓救人的爱
心志愿者。

今年48岁的胡恩学目前在海口
创业，他在2008年 9月的一次无偿
献血活动中加入了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队伍。

2015年8月，海南省红十字会检
索到正在外地出差的胡恩学与北京某
医院的白血病患者的HLA配型相合，
胡恩学毫不犹豫地同意捐献救人。

今年5月27日，北京某医院传来
患者急需移植的消息。当时，胡恩学
正在国外出差，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立
即启程回国。他说：“生命不能等待，
你们能不能把移植计划再往前提。”大
爱感人，北京某医院将移植计划提前
了一周。今天上午，胡恩学捐献出
210毫升造血干细胞悬浮液。

据悉，他是我省目前年龄最大的
捐髓救人志愿者。

海口男子为捐髓
立即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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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村级组织选举换届年，陵水黎族自治县
检察院积极配合县委、县政府做好今年“两委”换
届选举工作，为创造平稳有序、风清气正的换届选
举环境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精心谋划服务保障举措

陵水县检察院高度重视“两委”换届选举工
作，多次组织召开党组会、检察长办公会，认真学
习省检察院及县委关于抓好“两委”换届选举工作
的决策部署，根据换届选举实施方案，精心谋划检
察院服务保障选举工作的举措。

结合实际，制定了《充分发挥乡镇检察室职能
作用服务保障我县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指
导意见》，从打击破坏选举犯罪、加强选举监督、化

解矛盾纠纷、营造良好氛围、巩固选举成效等方
面，找准了服务保障换届选举的着力点，力争为换
届选举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检察保障。

同时，全院各部门主动加强协作配合，严格按照
院党组、检察长统一部署，做到协调有序、配合有力、
信息共享，形成了服务保障换届选举的工作合力。

深入开展走访调研

通过走访、座谈等形式，深入开展调查摸底，
及时掌握辖区各村人口状况、村“两委”班子成员

状况以及干部群众的选举思想动态、影响村级组
织换届选举的不稳定因素等，特别是对历届换届
选举问题较多的村，找准产生问题的原因，广泛听
取乡镇党委、政府、广大农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全面掌握辖区“两委”基本情况，为服务保障换届
选举奠定基础。

为换届选举营造良好氛围

通过采取开展专题警示教育、巡回宣讲、制发
宣传资料、设置宣传栏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与换

届选举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和纪律，重点宣传破
坏选举的危害、后果，以及检察机关的职能、受理案
件范围等，促进提高广大村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选
举的热情，引导广大村民依法正确行使选举权，为
换届选举工作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今年以来，新村、本号检察室以服务保障村级组
织换届选举为主题，开展法制宣传19次，发放宣传资
料2000余份，到县委党校、三才、文罗等乡镇为乡镇
干部、“两委”干部及后备干部授课20次，受到警示教
育的乡镇干部、“两委”干部及后备干部800余人。

组织辖区椰林、英州、黎安等10余个乡镇60

余个村委会现任“两委”干部到新村、本号检察室
“农村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基地”开展法制宣传及警
示教育26次，基本实现辖区“两委”干部选前警示
教育全覆盖。

强化职务犯罪记录查询

认真开展“两委”候选人廉洁准入资格审查，对
“两委”候选人是否存在职务犯罪记录及是否被立
案侦查进行查询，及时答复各乡镇，把好选举关，从
源头预防“两委”干部“带病”参选。

目前，已对英州、本号等5个乡镇辖区16个村党
支部108名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进行了资格审查，
并已将查询结果全部进行了书面答复，积极推动我
县“两委”换届选举工作顺利开展。（禾呈 陈飞/文图）

“今年是和谐换届年！”今天，陵水黎族自治
县黎安镇后岭村顺利完成党总支部换届选举，众
多村民议论纷纷。

截至6月6日，陵水文罗、新村、群英、本号等
乡镇98个村委会完成了村级党组织换届选举，占
比84%；已经有82个村（居）委会完成代表推选 ，
71个村（居）委会成立村（居）民选举委员会，40个
村（居）委员会已公布选民名单。

“今年村级组织换届选举顺利进行，检察部
门功不可没。”陵水县委书记麦正华表示。

今年以来，陵水县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省
检察院和县委决策部署，依托乡镇检察室“建在
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发挥法制宣传和警示教
育作用，为该县农村“两委”换届选举营造平稳有
序、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为法制宣传和警示教育找准方向

新年伊始，陵水检察院就组织召开服务保障换
届选举专题会议，制定服务保障村级“两委”换届选
举实施意见，部署该院新村、本号检察室组成专题调
研组，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专题调研。

新村、本号检察室先后150余次深入该县盐尽
等50余个村委会，英州等10余个乡镇及县民政局
等10余个行政职能部门走访，通过召开座谈会听取
情况、查阅资料、向群众了解情况等，形成《关于陵水
县农村“两委”干部换届选举等情况的调研报告》。

及时掌握了辖区各村人口状况、村“两委”班
子成员状况以及干部群众的选举思想动态、影响

村级组织换届选举的不稳定因素等，为开展法制
宣传、警示教育找准了方向，为服务保障换届选
举奠定了基础。

适时开展警示教育

今年5月9日，有群众反映，黎安镇大墩村委会
部分村干部私下策划，将于5月11日组织群众集体
到县委、县政府上访。此情况引起陵水县委、县政
府高度关注，专门召开会议处置，县委主要领导要
求检察机关要发挥检察职能，立即处置，杜绝发生
群体性上访事件，维护地区社会稳定，保障村级组

织“两委”换届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
陵水检察院接到工作部署后，5月11日组

织黎安镇政府相关干部、村“两委”干部及全体党
员100余人到本号检察室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张
纳军检察长为参加活动的干部授课，警示黎安镇
党员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好
村级“两委”换届选举工作，为维护黎安社会稳
定，促进全县经济发展做出表率。

通过适时开展警示教育，成功化解了一起群
众上访事件，维护换届选举期间农村的社会稳
定，为换届选举工作营造良好的氛围，县委书记
专门批示肯定。

保障换届选举风清气正

黎安镇后岭村委会在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
内，近年来随着开发建设，村集体土地迅速升值，村
级基层干部在征地开发、项目建设等方面地位显
著，个别党员干部错误认为，掌管村委会公章不再
是简单的权力问题了，而是谋取私利有利机会。

今年后岭村党总支“两推”工作前，陵水检察院
本号检察室在走访中了解到，该党总支部个别党员
存在拉票、贿选行为，张纳军检察长得知此事后，立
即部署本号检察室干警立即采取个别约谈，对其进

行警示教育，打击拉票、贿选的行为，确保推选工作
顺利进行，选出党员和群众公认的好班子。

本号检察室随即组织黎安镇主要领导、组织
委员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解决该问题，并选准突
破口及时同该村党部支重点4名党员干部个别约
谈，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全方位、多角
度引导教育。该村党部支重点4名党员干部被约
谈后，他们认清当前形势，承认自己做了一些错
误行为，并表示一定以实际行动积极配合做好黎
安镇地区村级“两委”换届选举工作。6月7日，后
岭村顺利完成了党总支的换届选举。

营造“两委”换届良好氛围

光坡镇港坡村委会与香水湾开发区毗邻，总
人口为7330人，是陵水县农村“两委”换届选举重
点、难点村之一。今年5月17日，港坡村委会部
分村民因坟墓拆迁问题，与富力湾公司产生矛盾
并有激化可能。

事件引起该县检察机关的高度关注，陵水检
察院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立足检察职能，积极
参与处置该事件，通过了解群众诉求，督促乡镇
政府协调群众与富力湾公司，依法满足群众合理
诉求，保护群众合法权益。

另外，积极主动地做好疏导工作，及时妥善
予以处理稳定群众情绪，通过到现场了解其诉
求，消除他们的对立情绪。经检察机关多方努
力，成功平息光坡镇港坡村委会群众集体阻路、
闹访事件，确保光坡镇换届选举工作顺利进行。

陵水检察机关为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保驾护航

匡正换届风气 确保阳光选举

陵水检察院四项举措服务保障“两委”换届选举

为
确
保
村
级
组
织
换
届
选
举
顺
利
完
成
，陵
水
检
察

院
在
全
县
范
围
内
进
行
走
访
和
专
题
调
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