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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邓钰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
重……”12月1日，在一首首激昂奋
进的革命歌曲中，儋州市人民检察院
的59名干警身着红军服装，沿着崎
岖的山路深入母瑞山革命根据地腹
地，重走琼崖革命路。

为加强检察干部党性教育，进一
步增强检察干部检察理论调研能力、
执法办案能力及创新能力，11月28
日，儋州市人民检察院在海口启动了
2018年党性教育暨检察理论调研能
力提升培训班。

4天培训时间里，59名学员在海
南省委党校、母瑞山革命教育基地，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
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干部舆情应
对、公文写作和检察理论调研能力提
升”“新刑事诉讼法、检察院组织法的
学习”等主题，以专题培训、现场教

学、体验教学、激情教学的方式，接受
了5个培训专题、3次体验教学、2次
现场教学和1次激情教学。

其中，现场教学、体验教学和激
情教学在母瑞山革命教育基地进
行。学员们走进琼崖革命历史展馆，
通过聆听老馆长讲述、参加授旗授番
仪式等方式，现场感受母瑞山艰苦岁
月，深切缅怀革命烈士。

此番重走琼崖革命路，让儋州市
人民检察院办公室干部王山贝深受
触动：“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琼崖红
军仍然不屈拼搏、艰苦战斗，成功地
保存了革命火种，这种精神值得我们
学习！”

和王山贝一样，谈到这次培训，
学员们都颇有感慨。31岁的儋州市
人民检察院雅星检察室检察官助理
刘蓓在基层岗位已4年有余，他说：

“在母瑞山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
动，让我对干群关系有了更多思考，

对基层岗位的职责也有了更深层次
的认识。”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培训成
果融入今后的本职工作中，为基层法
治事业添砖加瓦。

儋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旭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目前，儋州市人
民检察院共有在职党员66人，共设
置6个党支部和10个党小组。一直
以来，该院高度重视机关党建工作，
通过以政治建设统领机关党建工
作、严格落实党内规章制度、打造

“八有”机关党建阵地、积极探索党
建工作新思路等方式，充分发挥党
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取得了较好成果
——近两年，该院先后获得“第五届
全国文明单位”、2017年度全国检察
宣传先进单位、2017年度全省先进
基层检察院、2018年度全省检察机
关党建理论研讨活动优秀组织奖等
荣誉，并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基层检

察干警。
“此次培训就是我院加强机关党

建工作的重要举措之一。”陈旭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59名学员中绝大多数
是年轻干警，基本实现了年轻干警全
覆盖，“他们之中还有不少人没有加
入中国共产党。我们想通过这次课
程丰富、形式多样的培训，切实加强
对年轻干警的党性教育，让他们更多
更直观地了解党的光荣历史、优良传
统，积极主动地向党组织靠拢。”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在这次培
训中，学员们还接受了检察理论调研
能力提升培训。

本次培训由海南日报文化教育
发展有限公司培训部负责制定教学
计划，并派出两名教研专员分别作为
班主任和辅导员，指导培训班学员开
展学习、教育、管理工作，保障学员在
培训过程中的学习和生活。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

儋州市检察院举办党性教育暨检察理论调研能力提升培训班

抓党建带队建 强党性促业务

省残联今年投入3000余万元，持续推进残疾儿童精准康复服务

让折翼的天使飞得更高 多次蒙面实施违法犯罪

临高一涉黑团伙被公诉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日

报记者从省检察院获悉，近日，符某荣等人涉嫌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非
法持有枪支罪、开设赌场罪、盗窃罪、寻衅滋事罪、
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一案由海南省人民
检察院第二分院依法向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
符某荣等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
人符某荣等人，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书指控：以符某
荣为首的涉黑团伙在2014年至2017年间，在临
高县加来地区持手枪、火药枪、砍刀、斧头等作案
工具，多次蒙面实施违法犯罪，造成一人死亡、三
人轻伤和一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该团伙称霸一
方，给临高县加来地区内群众生活和经营纸箱、槟
榔销售的被害人人身、财产等合法利益造成严重
侵害，且使被害人不敢通过正当途径举报、控告，
严重干扰、破坏了加来镇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应当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
伤害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开设赌场罪、盗窃罪、寻
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追究符某
荣等人的刑事责任。

关注国际残疾人日

扫黑除恶进行时

涉嫌受贿罪

东方一干部被逮捕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日

报记者从省检察院获悉，东方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市重点项目管理中心办公
室主任王鸿光涉嫌受贿罪一案，由东方市监察委
员会调查终结，移送东方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
诉。11月26日，东方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
受贿罪对犯罪嫌疑人王鸿光作出逮捕决定。目前
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非法采砂

万宁一村民被拘留5日
本报万城12月4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梁

振玮）12月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万宁市公安局获
悉，该局近日破获1起非法采砂案件，礼纪镇太阳
村下章村民小组村民章某丰因非法采砂被行政拘
留5日。

11月27日，万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市旅
游环境资源警察大队、礼纪镇政府对下章村的一
处非法采砂点进行查处，现场查扣2辆用于非法
采砂的农用车，但现场并未发现违法行为人，随后
万宁市公安机关介入调查。

在走访调查中，办案民警发现章某丰有重大
嫌疑，并依法传唤章某丰。经过询问，章某丰于今
年11月在下章村内进行非法采砂，但开采量不
大。11月29日，万宁市公安局依法对章某丰处以
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据了解，万宁市一直以零容忍的高压态度打
击非法采砂行为，不仅成立了由市委书记、市长为
双组长的严厉打击非法采砂专项整治领导小组，
还在今年9月出台《万宁市整治违法用地违法建
筑和非法采砂网格化管理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将
整治非法采砂管理工作量化到人、到点，形成“全
面覆盖、层层履职、网格到底、人员入格、责任定
格”的管理网络体系，实行整治非法采砂网格化管
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三亚整治交通违法

驾电动车不戴头盔
罚100元

本报三亚12月4日电（记者徐慧玲）海南日
报记者近日从三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即日
起至2019年5月31日，三亚开展摩托车、电动自
行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根据有关规定，驾
驶人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的，处100元罚款，机动
车驾驶证记2分；乘坐人不戴安全头盔的，处50
元罚款。

据统计，2018年1月至11月15日，三亚交通
事故死亡共94人，其中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死亡
75人，占死亡人员总数的80%；摩托车、电动自行
车死亡人员中有60人死因系事故导致颅脑损伤
过重医治无效所致，占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死亡总
数的80%。

故意撞车诈骗保险

一网逃男子海口落网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吴

一非）近日，海口铁路公安处临高南站派出所民警
在海口成功抓获被贵州警方上网追逃的犯罪嫌疑
人曲某高。

据悉，2015年9月3日，犯罪嫌疑人段某伙同嫌
疑人曲某高窜至海南乐东驾驶一辆琼AL×××车
辆与一辆琼AP×××车辆发生碰撞，随后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对发生事故的两车进行了定
损，2015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贵阳分公司，根据承保人琼AL×××的车辆
驾驶员段某提供的修车发票通过网上银行向段某
赔付了177062元。经侦查，曲某高有重大作案
嫌疑。

目前，犯罪嫌疑人曲某高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将移交贵阳市警方处理。

美兰机场巴士
交由海汽管理运营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邵
长春 郭萃 通讯员麦世晓）日前，美
兰机场往返海口市区的两条巴士专
线车运输服务业务已由海口海汽运
输公司管理运营。海汽集团对两条
机场巴士专线运输业务进行优化和
调整，具体发班地点、运行线路和发
班班次如下：

一号
线路 民航宾馆往返美兰机场

去程：民航宾馆→美兰机场
民航宾馆→海南银行→昌茂花园

→金霖花园→琼山侨中→美兰机场
头班车发班时间为5：30，末班车

发班时间为21：30，每天33个班次；

返程：美兰机场→民航宾馆
美兰机场→下坎村（绿色佳园）→

琼山一小→五公祠→省林业局→琼剧
院（原省政府）→民航宾馆

头班车发班时间为7：40，末班车
发班时间为次日1：40，每天37个班次。

制图/张昕

■ 本报记者 良子

“妈，妈……吃，吃饭……”当5岁
的峰峰端着小饭碗送到妈妈嘴边时，
峰峰的母亲钟女士喜极而泣：儿子终
于能开口说话了……

“我非常感谢省残联、感谢海南省
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省残联在开展
救助听障儿童回归有声世界公益活动
中，给峰峰做了人工耳蜗手术，峰峰终
于能听到这世界美妙的声音，能开口
喊爸爸、妈妈了！”12月3日，在海南
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钟女士激动
地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钟女士一家生活在三亚，峰峰2
岁时被诊断为重度失聪。为了不让儿
子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两年多时间
里，钟女士和丈夫带着峰峰四处求医，
但一次次失败。

“为了给峰峰治病，我们几乎倾家
荡产。”钟女士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为
了照顾峰峰，她辞去了工作。但要给
峰峰做人工耳蜗手术，最少要十几万
元，孩子送到私立的康复中心一年也
要两三万元。这十多万元的花费对于
他们来说是天文数字。

“我真的没想到，峰峰的人工耳蜗
手术是免费的，就连在康复指导中心
接受听力语言康复都是全免费的。”钟
女士擦去眼角的泪水动情地说，峰峰
在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仅半年的时
间就学会了说话，在这之前他一句话
都不会说。

“孩子们，飞机就要起飞了，我们要
怎么做呢？”“我……也要飞……”孩子
们的回答虽不是很清晰，但让这些听障
孩子的家长看到了美好希望。海南日报
记者在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看到，年
轻的女幼师正在为20多位失聪儿童上
语言训练康复课。该中心主要承担全
省听力语言康复、辅助器具适配、假肢
矫形器制作与装配及社区康复指导等
服务工作。

“我们要让这些失聪孩子经过人
工耳蜗手术，从听觉察知、听觉分辨、
听觉识别、听觉理解做起，慢慢教会孩
子聆听声音开口说话。”省残疾人康复
指导中心主任梁云介绍，中心的康复
模式有集体课和个别化训练课。教师
会先给听障儿童进行全面评估，根据
评估结果拟定教学计划。集体课教学
参照健听儿童3-6岁发展指南进行
教学；个别化训练进行“一对一”个训
课，把康复知识教授给家长。

“康复指导中心工作很辛苦，看到
孩子一点点的进步，大家都很欣慰。”
梁云介绍，2016年以来，该中心累计
为414人次听障儿童提供康复训练，
为117名听障儿童植入人工耳蜗，为
136名听力残疾儿童适配儿童助听
器，发放各类辅具18661件。

“儿童期是残疾康复的黄金时期，
早期给予专业的治疗及训练，可以确
保康复治疗效果，最大限度弥补残疾
儿童生理和心理缺陷，也便于他们将
来更好地融入社会。”据省残联相关负
责人介绍，为了让更多残疾儿童有机
会得到康复救助，省残联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持续推进残疾儿童精准康复
服务行动项目，确保每个符合康复救
治条件的儿童都能接受康复治疗。

为改善我省残疾儿童康复状况、
促进残疾儿童全面发展、减轻残疾儿
童家庭负担，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018年10月，我省出台《海南省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这是我省残
疾人康复领域第一个专项救助制度，
救助的年龄段从原先的0—6岁，扩大
到0—17岁，救助资金也有所提高。
根据该《办法》规定，到2020年，我省
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应救尽
救，全面推动了我省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工作。
据统计，2018年我省共投入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资金 3000 余万元，
1300余人次残疾儿童得到康复救助
康复投入资金及救助人数增长了近
70%。省残联共培训残疾儿童家长
2000多名，残疾儿童康复机构老师

260多名。三亚、儋州、文昌、琼海、陵
水、乐东等市县均建立了残疾儿童康
复训练机构。各类残疾儿童康复服务
定点机构由2016年的20余家增加到
2018年的40多家，增长近一倍，残疾
儿童康复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

我省持续加大拒执犯罪打击力度

有钱不还，这3名“老赖”被判刑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金
昌波 通讯员崔善红）海南日报记者
近日从省高院获悉，海南法院持续加
大拒执犯罪打击力度，依法对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的王某、王某某、陈某等
三名失信被执行人追究刑事责任，有
力维护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执行过程中，文昌法院查到
被告人王某名下有固定资产，对外
享有债权，但其拒不执行法院判决、
裁定。文昌市公安局于 2018 年 9

月 7 日立案侦查，王某先后缴纳 7
万元执行款并积极与黄某达成执行
和解。文昌法院经审理，以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
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被告人王
某某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15年 4
月 23日被海口市秀英区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赔偿附带
民事诉讼原告人王某光经济损失
116543.49 元,但王某某一直未主
动履行义务，对此，秀英区法院判
决被告人王某某犯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被告人陈某挂失了被法

院冻结的养老金账户并进行变更，
将钱放入新账户供自己花销等，恶
意规避法院执行,龙华区法院对该
案进行公开宣判，陈某因犯拒不执
行判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
个月。

据省高院执行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海南法院持续加大执行工作力
度，陆续开展了“百日会战”“雷霆攻
坚”“夏季风暴”等专项执行行动，取
得显著成效。2016年以来，全省法
院共公布失信被执行人24283人次，
限制高消费30254人次，限制乘坐飞

机 75915 人次，限制乘坐高铁动车
7801人次，限制出境589人次，司法
拘留899人次，返款178.7万元，依法
追究55案54人拒执罪的刑事责任。
在全省法院强大的执行攻坚下，2597
名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主动
履行金额达8.4亿元。

据悉，今年10月23日，省高院制
定下发《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刑事自诉案件的实施意见（试
行）》，对拒执罪自诉案件的自诉程序
和条件等内容作出具体规定，进一步
健全拒执罪案件的追究机制。

决胜执行难见行动去程：汽车西站→美兰机场
海口汽车西站→海南职业技术学

院→原海口汽车南站→中国城（海南
师范大学）→美兰机场

头班车发班时间为6：00，末班车
发班时间为21：00，每天16个班次；

返程：美兰机场→汽车西站
美兰机场→省高院站（火车东

站）→原海口汽车南站→海南职业技
术学院→海口汽车西站

头班车发班时间为7：30，末班车
发班时间为24：30，每天18个班次。

听障儿童在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进行听力语言康复训练。
本报记者 良子 摄

12月4日上午，海口市秀
英区东山镇绿油油的田野中，
有一条全长2.3公里的灰白色
“长龙”，“长龙”两端分别连接
着东山闸坝工程和美安黄竹分
水泵站。至此，由中国葛洲坝
集团承建的海口市“十二五”
重点建设项目，南渡江引水工
程中西部供水线路中渡槽段
建成。

本报记者 古月 摄

南渡江引水工程
供水线路渡槽段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