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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工作自2016
年11月开展以来，临高县人民检察院积
极履行检察工作职能，制定了《临高县人
民检察院禁毒三年大会战工作方案》，依
法开展涉毒案件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工
作，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312次，取得
了良好的工作效果。

提前介入重大疑难毒品案件

临高检察院高度重视涉毒案件办理
质效，在审查逮捕工作中，注重加强侦捕
诉协作，提前介入，积极监督，通过参加
公安机关重大毒品犯罪案件讨论会等途
径，引导公安机关依照法定标准收集、完
善、固定证据，深挖幕后主使，或者指使、
雇佣他人运输毒品的犯罪分子及接应、

接货的毒品所有者、买家或卖家，将打击
效果延伸至整个运贩毒链条。

2017年，在办理一宗特大运输、贩
卖毒品案件的过程中，临高检察院主动
提前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积极引
导公安机关收集、完善证据。该案涉案
人员5名，公安机关缴获冰毒8055.34
克，缴获毒品海洛因52.4克。临高检察
院迅速批准逮捕5名犯罪嫌疑人，并向
公安机关发出了继续侦查取证的意见
书。经终审，5名被告人均被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最低刑期为有期徒刑15年。

2018年，临高检察院依法受理了一
宗涉嫌贩卖、运输348.49克毒品海洛因
的涉毒案件，指派2名办案经验丰富的
检察官提前介入，细致分析该案的涉案
人员及其发挥的作用，同步引导侦查机

关收集、完善证据，依法从快批准逮捕了
该案7名涉案人员。

这些大案要案的成功办理，不仅有
效打击了重大犯罪团伙，也切断了零星
贩毒活动的部分货源，取得了良好的办
案效果。

依法从严从快办理涉毒案件

按照省委及省检察院的工作要求，
临高检察院高标准、严要求办理毒品案
件，不断加大对涉毒犯罪分子的打击力
度，在审查逮捕阶段做好捕诉衔接、指控
犯罪的全面准备，补充完善证据，确保案
件快捕快诉，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的涉毒案件，力争在20日内办结，同
时建议法院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办理，确

保不在检察环节上贻误战机。
自2018年8月20日起，临高检察院

进一步提升办理涉毒案件的质效，对涉
毒类案件试行“捕诉一体”工作机制，并
按照要求成立办理涉毒案件的专业检察
官办案组，提升办案质量和效率，受理的
起诉类案件均依法办结，有罪判决率
100%。涉毒案件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的
办案用时减少，提升了案件办理的政治
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临高检察院依法从严从快办理涉毒
案件，保持打击毒品犯罪的高压态势，对
涉毒犯罪分子形成有力震慑。

努力营造全民禁毒良好氛围

临高检察院高度重视宣传教育工

作，持续发力营造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
的良好社会氛围。

在工作中，临高检察院邀请50余名
临高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临高县人
民法院观摩毒品犯罪案件庭审。临高检
察院乡镇检察室积极利用下乡走访、巡
访的时机，开展禁毒法制宣传教育，在辖
区设点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
资料2万多份，为推动农村禁毒工作发
挥了积极作用。

今年6月，在“6·26”国际禁毒日到
来之际，为普及禁毒知识、进一步增强全
民禁毒意识，临高检察院联合临高县司
法局等单位集中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大
力营造全民禁毒的氛围。本次禁毒宣传
活动通过校园宣讲、下村宣传等形式，扩
大禁毒宣传教育覆盖面，提升基层群众

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和意识。在临高
县博厚镇道灶村，临高检察院干警通过
设立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提供法律
咨询等方式进行禁毒宣传，主要从什么
是毒品、毒品的种类、毒品的危害性以及
涉毒行为带来的法律后果等方面进行讲
解。检察院干警还以案释法，介绍了检
察机关近年来办理的典型涉毒案件及相
关案件带来的启示。

同时，临高县检察院联合临高县普
法领导小组办公室、临高县人民法院、临
高县公安局、临高县司法局、临高县教育
局、临高县法学会等单位共同举办了以

“法治进校园”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活动，
抓好法制宣传教育、禁毒宣传教育，筑牢
全民禁毒防线。

（策划/安民 撰文/孟晓 ）

依法从严从快办理涉毒案件，积极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临高检察院在禁毒大会战中奋发作为

脱贫攻坚日志

黄卫 三亚市天涯区抱龙村脱贫攻
坚战斗中队副中队长

10月29日 星期一
今天上午，我接到三亚市中医院

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该医院决定向
抱龙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认购 1 头黑
猪、2头黑山羊、5只阉鸡、3斤蜂蜜，明

天上午来村里取货；今天下午，三亚市
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表示
要向抱龙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认购2头
黑山羊、12 只阉鸡、4 只小母鸡、6 只

鸭、11斤蜂蜜，明天下午来村里取货。
为了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

消费扶贫工作的相关要求，助推精准
扶贫，三亚市卫计委动员机关干部、

下属单位及全市各医疗机构职工积
极参与消费扶贫活动。10 月 26 日，
三亚市卫计委机关干部自发购买
6990元农副产品，“以购代捐”助力贫
困户增收，激发贫困群众的发展内
生动力，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
式”扶贫。 （本报记者 李磊 整理）

“以购代捐”，增强贫困户发展动力

1 临高 340545.00
2 海口 300423.80
3 澄迈 282363.00
4 三亚 271416.00
5 白沙 218789.00
6 海垦 192065.00
7 琼海 118195.00
8 儋州 99264.00
9 昌江 89723.00
10 东方 62483.00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今天推出特别节目

直播全省脱贫攻坚
“创优迎考”会议

本报海口11月4日讯（记者王
玉洁 实习生杜娥）11月5日上午9：
00至10：30，海南综合频道将对全省
脱贫攻坚“创优迎考”工作动员电视电
话会议进行直播。此次直播为第108
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推出的特别节
目，海南各市县、洋浦经济开发区均将
设分会场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观众可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
收看本期特别节目。因特别节目的推
出，海南综合频道、三沙卫视11月5
日晚停播一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节
目；旅游卫视11月11日下午停播一
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节目。

本报海口11月4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徐静涵）自10月
16日上线以来，在近三周的时间内，
海南爱心扶贫网的销售额已突破232
万元。截至11月4日18时，下单人数
达22751人，总订单量达25037单。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周“海南爱心

扶贫网销量排行榜”及“海南爱心扶贫
网订单排行榜”中，临高喜获“双冠”。
其中，“销量排行榜”上，临高县以
340545元的销售额由上周的榜单第
八跃居至第一；“订单排行榜”上，临高
县贫困户王好星的小银鱼干以3384
件的订单数量夺取第一。

据了解，11月2日，临高县农村
电子商务服务中心组织全县30多家
企业品尝临高在海南爱心扶贫网上
推出的产品，活动本着有需求才购
买、自愿购买、购买数额不限等原则，
号召临高的房地产企业、酒店、饭店
支持消费扶贫，为贫困户献一份爱

心，增加贫困户的收入。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临高县在线

上销售的农特产品共19类 46种商
品，其中在微信平台临高消费扶贫体
验馆上架22种商品，包含13种扶贫
产品；海南爱心扶贫网上架销售11种
临高的扶贫产品。

临高县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中心有
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组织全县企业品尝
扶贫农产品，旨在让企业了解扶贫农产
品的品质、销售渠道，同时倡导企业在
有需求的情况下，优先到海南爱心扶贫
网上选购扶贫农产品，以增加贫困户的
收入，助力贫困户尽快实现脱贫目标。

海南爱心扶贫网销售额突破232万元
临高本周喜获“双榜冠军”

1 「临高」贫困户王好星的小银鱼干 3384
2 「三亚」育才生态区的扶贫百香果 2984
3 「琼海」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态大米 2417
4 「白沙」富涵家禽专业合作社的虫草鸡蛋 2047
5 「海口」贫困户陈树木的岩味番石榴 2013
6 「澄迈」沙土甘薯地瓜专业合作社的桥头地瓜 1448
7 「澄迈」贫困户李运山的农家土鸡蛋 1364
8 「海垦」海垦东路农场公司的扶贫胡椒 967
9 「三亚」育才生态区的扶贫火龙果 955
10 「海垦」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的扶贫母山咖啡 942

朱贵权 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脱贫
攻坚战斗大队大队长

10月30日 星期二
今天下午，我在三江镇政府干部

的陪同下，到三江镇江源村加和村民
小组王位佳、三江村罗梧村民小组冯
柏元、苏寻三村牛夏坡村民小组梁居
太3户贫困户家中走访。

总体上看，有关部门对3户贫困
户的帮扶措施合理，帮扶成效明显。

3个家庭的生活条件有了较大改善，
贫困群众在危房改造后住上了新房，
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从谈话的
情况看，贫困群众对帮扶工作非常满
意，对脱贫很有信心。

王位佳的妻子患有胃病，几乎没
有劳动能力，镇政府引导他家入股了

新海府合作社。王位佳一家已领到
危房改造补贴资金 3.5 万元，养殖的
山羊已生下羊崽。冯柏元一家是
2017年新增贫困户，一家9口人只有
2个劳动力。今年政府给他家发放了
4 头水牛，冯柏元把水牛养得很好。
梁居太70多岁，患有冠心病，没有劳

动能力，已经在政府的帮助下入股联
影合作社，预计今年底前可以脱贫。

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王位佳
和梁居太家的厨房没有改造好，达不
到脱贫要求；冯柏元家的危房改造补
贴资金还未拨付到位。在走访过程
中，我要求驻村第一书记时刻关注贫
困户的生产生活和子女入学情况，发
现问题及时报镇委、镇政府和脱贫攻
坚战斗大队研究解决。

做“大脚板”，走访贫困户察民情

贫困户勤劳好学
变身养猪大户

11月2日，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
江源村村民潘在发一早起床给80多
头猪喂食。看着一群肥猪抢食，他露
出了舒心的笑容。

2015年，潘在发一家被列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政府给他家送来25头猪
崽，并帮扶修建了90多平方米的猪
舍。潘在发利用空闲时间学习养殖知
识，起早摸黑精心饲养。

通过发展养猪产业，潘在发一家
2016年顺利脱贫。目前，潘在发家猪
栏里的猪已经从25头增加至80多
头，他家也成了村里有名的养猪大户。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王聘钊 摄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我省启动防范食品保健食品
欺诈和虚假宣传科普活动

教你练就识假防诈的
火眼金睛

本报海口11月4日讯（记者罗霞 实习生王
淼 通讯员贺澜起 曾佑校）11月4日，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启动防范食品、保健食
品欺诈和虚假宣传“进社区、进乡村、进网络、进校
园、进商超”科普宣传活动，全省安全用药月活动
同时拉开序幕。

防范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五进”
科普宣传活动采取市县乡联动的方式，面向消费
者，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开展有针对性的科普
宣传。活动要求每个基层食药监所至少举办一场
面向辖区消费者的现场科普宣传活动。科普宣传
内容包括：发布消费提示、风险提示，宣传防骗指
南和注意事项，介绍消费维权渠道，帮助消费者提
高识假辨假能力；普及食品、保健食品相关法律法
规和科学知识，帮助消费者提升食品、保健食品等
方面的安全认知水平，促进科学理性消费；公布整
治过程中查办的典型案例，曝光一批违法违规行
为，用身边人身边事警示消费者；展示整治工作进
展和取得的成效，增强群众消费信心。

据了解，我省自2017年11月开展食品、保健
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工作以来，累计排查食
品、保健食品生产企业1843家次，经营企业5万
多家次，发现问题产品423批次，责令整改481家
次，发现存在虚假宣传问题的网店16家，已移交
相关部门处理；组织抽检保健食品61批次，检出
不合格样品2批次，不合格率3.3%；抽检普通食
品 64 批次，检出问题样品 1 批次，不合格率
1.6%。累计立案161件，办结139件，移送公安机
关2件，罚款金额共646.41万元。

全省安全用药月活动将重点向老年人群体和
儿童宣传安全用药理念及知识。

省住建厅环境卫生督查结果显示

我省城乡人居环境
更靓了

本报海口11月4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杨
洲）近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开展全省城乡环境
卫生督查，督查结果显示，今年以来我省各市县通
过开展“双创”“厕所革命”等环境卫生整治活动，
城乡环境卫生得到进一步改善和提升。

城区环境卫生整治方面，各市县增加投入清
扫作业力量，提高街道机械清扫率，主城区环境卫
生持续保持较好状态，水域和主要通道的环境卫
生有较大改观，一些积存垃圾的卫生死角得到清
理。海口、琼海、东方、澄迈、保亭、白沙等市县的
街道、路面整洁，绿化养护到位。文昌、儋州等市
县的公厕有专人进行管理。琼中、昌江等市县治
理占道经营、乱贴小广告成效明显。

乡村环境卫生整治方面，各市县持续发力清
理农村生活垃圾。海口、儋州、东方、白沙、乐东、澄
迈等市县日常监督检查力度大，农村垃圾治理继续
保持较高水平。临高、定安等市县财政投入力度不
大，部分基层干部对这项工作不够重视，群众参与
度不高，个别村庄环境卫生还较差。

目前，我省农村清扫保洁覆盖率95%以上，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80%以上。

乐东黎族自治县自2017年底开展巩固国家
卫生县城、创建海南省园林县城相关工作以来，环
境卫生状况明显改善。图为乐东县城景观。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海南爱心扶贫网订单排行榜
排名 商品名称 数量（件）

备注：以上排名根据海南爱心扶贫网订单数据进行统计，统计
时间：2018年10月16日至11月4日

备注：以上排名根据海南爱心扶贫网订单数据进
行统计，统计时间：2018年10月16日至11月4日。

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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