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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16年，对于海南检察机关而言，是改革创新、昂扬奋进的一年。这一年，我省各级检察机关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以抓
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扎实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省以下人财物统一管理等方面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生态检察、扶贫攻坚、规范司法行为、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派驻乡镇检察室、服务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等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
的成绩。从今日起，本报推出专栏《关注海南检察工作亮点》，盘点这一份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

关注海南检察工作亮点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卢巨波

2015年7月，省检察院决定在全
省检察系统开展“绿色宝岛·生态检
察”专项工作，切实将推动海南绿色崛
起扎扎实实落到行动上。专项工作
开展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
生态领域刑事犯罪368件459人，提
起公诉486件642人，有效回应了人
民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期待。

设立“生态检察办案组”

全省检察机关通过建立生态检察
工作机制、设立“生态检察办案组”等

措施，畅通办理生态领域案件的绿色
通道。全省检察机关在专项工作中共
监督公安机关立案57件，撤案3件，监
督纠正侦查活动违法情形26件次。对
量刑畸轻的破坏生态环境刑事案件提
起抗诉5件5人，确保准确惩治生态领
域犯罪行为，增强打击和震慑效果。

紧盯重点部门和人员

以“零容忍”态势，坚决查办生态
领域的职务犯罪。全省检察机关以打
促防，严肃查办生态领域职务犯罪案
件44件56人，持续保持严厉打击破
坏生态环境犯罪背后的渎职贪腐行为

的高压态势。
全省检察机关紧紧盯住环保、国土、

林业、水务、海洋与渔业等重点部门、重
点人员，严肃查办在履行生态环境监管
职能发生的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
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并结
合办案，深入开展生态领域职务犯罪预
防警示教育。依托派驻乡镇检察室深
入开展滚动式生态巡查4577次，发现收
集生态领域职务犯罪线索71件。

检察机关依托22个职务犯罪警示
教育基地，开展专项预防警示教育391
场次，约2.8万名干部群众受到教育和
精神洗礼，进一步筑牢生态防护底线。

监督促进职能部门依法行政

全省检察机关通过深入职能部门

开展生态领域专项执法监督，共监督
行政执法部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35
件，彻底打消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确
保打击生态领域刑事犯罪不遗漏，无
死角。针对生态领域的突出问题，发
出检察建议146份，督促职能部门查
处违法行为565件，有效推动生态检
察工作的纵深发展。

全省检察机关针对生态领域的管
理漏洞，积极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完善
监管制度60项，把“执法”限制在“规
范”的笼子里，有效推动生态保护监管
工作的规范化、常态化和长效化。

形成特色生态检察工作机制

在推进专项工作的过程中，我省
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创新生态检察工作

机制45项，形成了一批具有海南特色
的生态检察工作机制——

充分运用生态“大数据”，迅速找
准生态检察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秀英区检察院建立了涵盖全区水资
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海
洋资源等五大类数据库，共有各项
（类）数据1128个。

积极延伸生态检察触角，在重点
部门、乡镇、矿区、林区认真筛选和聘
请173名生态检察信息联络员，形成
立体化信息收集网络。

探索建立生态修复补偿制度。检
察机关办理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刑事
案件80件，督促有关方面补植复绿
3000余亩，争取将犯罪行为对生态环
境的损害降到最低程度。

（本报海口2月8日讯）

我省开展“绿色宝岛·生态检察”专项工作，去年批捕生态领域刑事犯罪368件459人——

为生态海南“增绿护蓝”

元宵晚会精彩纷呈
本报那大2月8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何贤顺）正月十五闹元
宵，精彩纷呈乐陶陶。记者今天从
儋州市文体部门获悉，2月 11日
（农历正月十五），儋州市将推出新
春闹元宵晚会活动。

2月11日20时至21时30分，
儋州市2017年新春闹元宵晚会将
在那大城区市民文化公园举行。晚
会内容包括猜谜、钓鱼、夹珠、打锣、
运球跑、扔骰子等。

儋州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举办新春闹元宵活动，旨在以弘
扬先进文化、唱响时代旋律为主线，
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祥和、
欢快的节日氛围。

儋州

本报海口 2 月 8 日讯 （记者
单憬岗 通讯员钟礼元 覃曼）记
者今天从海口市旅游委获悉，元
宵节火山口公园将举办首届“火
山口公期节”，当日游客将感受到
海南当地的“公期”文化，并可享
受多重优惠。

“公期”是海南各地民间特有
的风情习俗，正月里每个村庄都有

“公期”，村里的男女老少带上大阉
鸡到村庙（关帝庙）烧香祭拜，放鞭
炮，祈福来年顺利，还有亲朋聚餐，
热闹非凡。

每年正月十五是火山口公园

周边几个村庄的“公期”。这一天，
亲朋相聚，白天举行拔河比赛，晚
上看琼剧、放电影。火山口公园相
关负责人表示，火山口公园年游客
量已突破80万人次，举办“公期节”
就是想把“公期”文化融入全域旅
游建设，打造亲朋相聚不断，商机

信息互通，文化交流延续的“公期
节”平台，保护和传承海南特有的

“公期”风情习俗。
据悉，当天火山口公园还将推

出多项优惠活动，包括门票半价，
观看海南火山“公期”民俗演出，品
海南特色“公期”小吃等等。

“天网”全程监控

海口全警动员
备战元宵安保

本报海口2月8日讯（记者
良子 通讯员 张天坤）2月8日下
午，海口市公安局召开会议专题
部署元宵节安保工作，会议强调，
全警动员、全力以赴做好元宵节
安全保卫工作，让广大市民游客
在喜庆、欢乐、祥和的气氛中欢度
元宵佳节。

海口警方成立了元宵节安
保工作领导小组，从全局抽调
特警、城警、治安、刑警、市局机
关以及四警部队官兵等增援警
力，联合辖区分局、交警力量投
入到安保一线。市公安局还将
在府城设立安保工作总指挥
部，利用“天网”视频监控系统，
整合交警、治安以及社会面的
视频监控资源，实时监控，及时
预警，坚决杜绝发生重特大公
共安全事故。

市公安局治安、消防部门将
提前对活动现场进行安全、消防
检查。清理活动现场障碍物，防
止发生障碍物绊倒行人而引发
的踩踏事故；交警部门1900余
名警力将全员上岗，加强重要路
段和各活动现场及周边道路的
交通指挥和疏导工作，确保交通
安全畅通。

木棉花下万人相亲
本报石碌2月8日电（记者刘

笑非 特约记者林朱辉）元宵佳节将
近，正值木棉花开的昌江黎族自治
县也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以
飨游客乡亲。

昌江继去年第一届万人相亲大
会收获成功后，将于今年元宵节举
办的第二届万人相亲大会扩大了规
模，除位于七叉镇尼下村木棉花观
景台的主会场外，还于棋子湾浪漫
海角和七叉镇宝山村木棉栈道设立
了分会场，让更多人能够有机会在
木棉花开的季节收获爱情果。

此外，昌江在位于石碌镇的昌江
市民广场准备了经典情歌演唱会，邀
请国内知名歌手演绎经典情歌。

敲钟祈福逛庙会
本报金江2月8日电（记者李

佳飞 特约记者陈超）记者今天从澄
迈县获悉，为让市民游客过好元宵
佳节，澄迈县精心策划了永庆寺新
春庙会和金山文化公园祈福活动，
并作为2017年“富硒福地 长寿澄
迈”系列文化旅游活动的重要板块，
已于春节前向外宣传推介。

永庆寺新春庙会活动在永庆文
化旅游景区内开展，活动旨在通过
佛门祈福、房产推介、百姓舞台、猜
谜语赢奖品、尝特色美食等活动，打
造琼北旅游新亮点，提升永庆寺知
名度。位于金江县城的金山文化公
园将于元宵节当晚燃放烟花，并举
行“敲钟祈祷”及祈福活动。

文艺演出好戏连台
本报嘉积2月8日电（记者刘

梦晓）“十五元宵十六闹”是琼海传
统文化习俗，为了弘扬优秀民俗文
化，营造浓烈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琼海市特别推出2017年喜闹元宵
系列文化活动。

据悉，琼海市喜闹元宵系列文
化活动包括12日晚在万泉河广场
举办的大型元宵文艺晚会；12日晚
在嘉积镇万泉河路与内环街交界
处，由市琼剧展演团展演大型古装
琼剧《孟丽君》；12日晚在万泉河田
园城市大舞台举办各镇（区）、候鸟
艺术团优秀文艺节目汇演；11日至
12日在嘉积镇溪仔古街、新民古街
举行元宵灯展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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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锣密鼓忙筹备 热热闹闹迎元宵

2月8日，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老街道绣衣坊，工作人员在加紧挂置灯笼。据了解，今年灯笼采用的是节能灯，使用的材质具有防水等功
能，可以避免漏电现象发生，保障元宵期间市民游玩安全。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龙泉 摄节能灯笼 扮靓老街

海口元宵推出“火山公期节”

琼海 澄迈 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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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豚现身文昌清澜港引关注

海豚或已游回大海
本报文城 2月 8日电 （记者刘梦晓）今

天，本报以《嬉左戏右相逐欢 窜上潜下觅食
忙》为题，报道了文昌市东郊镇村民拍下 3
只海豚在清澜大桥下捕食嬉戏的画面。发
现海豚后，文昌市相关部门极为重视，先后
派出渔政部门执法人员和执法艇在海豚出
现的海域接连搜寻了2天，截至记者发稿时
止，尚未发现海豚踪迹。

据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解释，
海豚是哺乳动物，对海洋生态环境的要求很
高。海豚成群前来觅食，说明清澜港的海水
干净，海洋生态保护工作做得好。发现海豚
后，文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派出执法人员
和执法艇在清澜大桥下八门湾内河浅滩、清
澜港航道全方位搜寻了2天，但没有寻到海
豚踪迹。“它们有很大的可能已经游回了大
海。”管理站负责人说，尽管如此，明天还要增
派人手，在更大范围内搜寻，确保这些海洋精
灵的安全。

此外，管理站也通过发传单、通过渔民信息
平台发消息等形式，通知所有进出港渔船小心
驾驶，避免误伤海豚。从广东来的渔民吴英汉
告诉记者，渔船在进港前就接收到了管理站发
出的消息，一直都小心翼翼驾驶，而海豚的到
来，也让他对清澜港的生态环境赞不绝口。

◀上接A01版
作为三亚市第一所高等院校，三亚学院用

十余年的拼搏实践，贯彻“党建引领校建谋发
展”，以精神引领当地健康风尚，从最初教职工
数十人、学生千余人规模，发展至教职工千余
人、在校本科学生两万余名，党组织建设亦在该
校党委推动下，发展成为覆盖全校的19个教工
党支部、13个学生党支部，基层基础夯实落地，
为我省民办高等学校带来坚定的阵地动力及蓬
勃生机。

“学校专门成立思想政治工作委员会，配齐
配强二级单位共108名党的基层组织成员，并
实行政策扶持、经费补贴等一系列措施，有效提
高基层组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该校组
织部部长戴盛才说。

顶层设计
规范教材促党建教育施行

如何改变现今“90后”“00后”年轻一代对
马克思主义系列课程“枯燥单调”的刻板印象，
推进思想教育工作全面落实，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是“用好课堂
教学主渠道”的重要途径，亦是三亚学院在教学
创新改革中思考的突破口。

“在马克思主义课程改革中，我们与时
俱进，将现代化发展与学理知识融合，汇编
出版了两本辅助教材，将思政教育知识点以
生动方式呈现。”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王志强说。

教材内容可读性强，上课“抬头率”自然
提升。此外，该校一项传统的“讲党课”活动
也在创新改革中，逐步发展成品牌。“党课面
向每年新增的入党积极分子，不预设课程内
容，通过课前从学生中收集汇总相关党建问
题，在课堂上逐一解答，内容涉及到学习、情
感、工作等方方面面。”学生天马行空的各式
问题，在授课教师陆丹的解读下，豁然开朗，
学习兴趣倍增。

日前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明
确提出，要创新学术话语体系，使各类课程与思
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除了
创新教材内容、授课方式外，三亚学院还通过建
立“思想访谈室”、打造“六师”型思想导师，实现
多维度创新培养机制、思想政治工作新模式。

服务社会
社团活动助学生全面发展

去年12月，在团中央组织的2016年“镜头
中的三下乡”活动中，经过与全国近4000支参
赛队伍角逐，三亚学院收揽优秀单位、优秀团
队、优秀指导老师、优秀学生通讯员四项殊荣，
成为我省唯一一所在“三下乡”各项评比中均受
到团中央通报表彰的高校。

此次获奖的团队，是该校学生成立的“启梦
真”志愿服务队，其利用课余时间，深入到白沙
黎族自治县牙叉镇进行精准扶贫社会调研，并
将调研数据形成报告，与白沙黎族自治县扶贫
办、团委、妇联进行座谈，为当地精准扶贫建言
献策，产生良好社会反响。

激励学生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
和民族的事业中，充分发挥高校的社会服务功
能，体现出党的思想引领。截至目前，该校已成
立95个校级社团，学生参与率达75%，其中不
乏鸣鹰支教队、“蓝丝带”三亚学院志愿者服务
社等已具有显著社会效益的团队。

“育人更重要是育心，不单要以课程育人，
更要以文化育人、思想育人，围绕学生思想工作
打造服务平台。”陆丹表示，为有效推动党建思
政工作，学校还制定了“责任清单”“负面清单”，
通过规范标准、问责机制，致力校风、学风建设，
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

（本报三亚2月8日电）

党旗指引方向
精神育心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