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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海南最美退役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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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操 实习生 苏琦珺

他是一位退役军人，2016年选择
自主择业后，在海口与22位战友联合
创办托管教育机构，2年多时间锲而
不舍，苦心经营，托管机构逐渐得到孩
子家长们的认可；创业初期，面对投入
高、生源少的难题，他不忘初心，坚持
高标准高质量办机构；事业得到认可，
他不忘军人天职，服务社会，为有困难
的孩子送去温暖。他是海南巨好学教
育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峰，曾经的
军营磨练，让他始终保持军人本色“退
役不退志”，立志在海口教育托管行业
振翅高飞。

投身教育托管行业

2016年是陈峰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这一年，37岁的他从海南省军区转到地
方。军转干部到了地方，组织都会安排
一份稳定的工作。但陈峰想法不同，他
觉得，地方干部编制普遍满员，安置军
转干部的压力比较大，自己作为党和国
家培养多年的干部，要有更高的觉悟。

“抓住机遇，闯出一条自主择业的路，实
现人生价值。”陈峰决定自主择业。

到底做什么好呢？退役后的陈峰
在家庭生活中找到了灵感。“我每天接
送孩子上下学，发现很多家长因工作

太忙都没空接孩子，托管行业的需求
很大，创办托管教育机构应该可以解
决家长们的后顾之忧。”

确定了进军托管行业目标，陈峰开
始了创业的前期准备。他经常探访海
口很多小学附近的托管机构，向托管行
业的经营者们取经。一有空闲，他会致
电国内知名的托管教育企业，了解国内
托管行业的发展趋势和优秀模式。

陈峰发现，在海口，正规的托管机
构并不多，不少家长将孩子放在学校
附近的住宅楼里的托管所。“一些托管
所没有营业执照，管理上存在很多隐
患。”陈峰决定，要创办正规化的托管
机构，给孩子提供优质的托管服务。

“不仅要解决孩子们吃饭、休息、写作
业的问题，也要给他们创造出快乐轻
松的成长环境。”

最终，陈峰向同样和自己一样选
择退役的战友们分享了创业想法，得
到了22位战友的支持。大家共同筹
款200万元，成立了海南巨好学教育
服务有限公司，陈峰出任董事长。

不惧困境不忘初心

“战友们的钱都很不容易，每一分
钱都要花在刀刃上。”创业之初，陈峰
凭着在军营中练就的一身本领，凡事
亲力亲为，在海口创办的每一家托管

机构，自己都会既当设计师画设计图，
又当瓦工刷墙。但陈峰并不是一味的
省钱，他给自己定下原则：“装修材料
一定挑选环保的，因为我们要对孩子
们的健康负责。”

托管机构装修好了，陈峰自己也
亲自上阵当上了托管老师。“作为管理
者，自己如果都不能精通工作流程，怎
么带着大家办好学？”

陈峰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如
何照顾服务好孩子身上。“我们会对孩
子进行日常的观察，每个孩子点滴的
提升、变化，我们都会记录下来。孩子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们要有新鲜的
食材、健康营养的食谱，每天向家长公
布。”陈峰说。

创业初期，陈峰面临着投入高、生
源少、利润低的现实问题，他仍牢记着
自己高标准创办托管教育机构的初
衷。“战友们始终支持着我，让我放手
干，给我最充分的信任！”

海南巨好学教育服务有限公司旗
下的一家托管机构负责人李威说：“陈
总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人，大部分难事
苦事他都是自己来扛。有时候托管中
心一些设备坏了，他都会自己出钱修
好。陈总对员工也非常和善，即使公
司经营压力最大的时候，他也从不会
少了员工一分工资。”

培养孩子军人品质

虽然离开了军营，但陈峰时刻

都不忘自己的军人本色。一些家庭
严重困难的孩子家长无力负担托管
费用，陈峰会主动找到困难家庭所
在的居委会核对相关情况，承诺免
费或半价为困难家庭的孩子提供托
管服务。

凭着辛勤的坚守和努力，陈峰的
托管机构越办知名度越高。如今，陈
峰已经运营了4家托管机构，生源最
多的时候超过600人。“真正创业的人
是停不下来的”，陈峰仍然坚持每天学
习，不断完善托管的机制体制。除了
自己学习外，陈锋还会定期到各个校
区和老师们交流心得体会，相互学习，

不断补漏。
经营托管主业的同时，陈峰还为

孩子们创办了夏令营、冬令营，通过给
孩子们营造全封闭式的军营生活氛
围，培养孩子们不怕苦、不怕累的军队
优良作风，让孩子们克服依靠父母的
习惯。“我很希望看到军人身上的优良
品质能够在孩子们身上得到延续。”

如今，陈峰对自己的“托管”事业
信心满满。“今年，我希望能够继续扩
大托管机构的规模，提升服务质量，让
更多的孩子得到舒心的照料，让更多
的家长满意。”

（本报海口2月14日讯）

退役军人陈峰创办教育托管机构，给孩子提供优质的托管服务

脱下戎装 变身“孩子王”

陈峰和参加夏令营的孩子在一起。 （采访对象供图）

本报海口2月14日讯（记者金
昌波）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检察院获
悉，2月13日，海南省检察机关以涉
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开设赌场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
罪行依法批准逮捕以黄鸿发为首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首批130名犯罪嫌
疑人。

经审查查明，以黄鸿发为首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20多年来在昌江

通过有组织地实施故意杀人、故意
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非法拘
禁、非法持有枪支、开设赌场、非法
采矿、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放高利
贷、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等违法
犯罪活动，逐步扩大势力范围，树立

非法权威，牟取非法利益，垄断该地
区采矿、运输、废品收购、果蔬批发、
餐具消毒、布草洗涤等行业，对当地
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和政治生态造
成严重破坏。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开设赌场，非法持有枪支等罪行

黄鸿发犯罪集团130名嫌犯被逮捕
琼海警方发布通告
敦促3名嫌疑人自首

本报嘉积2月14日电（记者丁
平）2月14日，琼海市公安局发布通
告，敦促涉赌犯罪嫌疑人陈学克、陈杏
花、胡忠平3人自首。并希望广大人
民群众举报或提供有价值线索，配合
公安机关抓获在逃犯罪嫌疑人，公安
机关将视情给予奖励，并对举报人信
息严格保密。

吴宣仪仪圆公益基金启动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成美慈善基金会与“吴
宣仪踩点天团”合作设立的“吴宣仪仪圆公益专项
基金”，近日在海南启动。该专项基金的设立，旨
在希望汇集粉丝及社会爱心人士的力量，从点滴
善举开始，凝聚社会大爱。

出生在海口市的吴宣仪是一位热心公益、积
极践行公益事业的歌手。在吴宣仪的影响下，她
的“粉丝团”依托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设立了“吴
宣仪仪圆公益专项基金”。该专项基金以“携手吴
宣仪助力乡村儿童成长梦想”为使命，将积极开展
与儿童、教育方面相关的扶贫项目。该基金将通
过与“能量中国”平台的合作，为贫困地区乡村小
学捐助体育用品，让贫困地区学校的孩子拥有享
受良好的体育教育资源的机会，为教师开展体育
教学工作提供教材。

海口环卫立下“军令状”
元宵节后半小时恢复道路洁净

本报海口2月14日讯（记者计思佳）每年元
宵节，海口都会举办各类庆祝活动，人流车流量巨
大，也为城市保洁工作带来巨大压力。海南日报
记者2月14日从海口市环卫局获悉，该局已制定
《2019年“两会”及元宵节期间环卫保障工作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立下“军令状”，力争元
宵节活动结束后半小时恢复道路洁净。

根据《方案》，今年海口元宵节期间保障重点
区域为，府城片区、凤翔湿地公园片区、白沙门公
园片区、东西湖片区、万绿园片区、观海台及假日
海滩片区、环球100周边。

千余名港航志愿者服务春运

本报海口2月14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侯
娟）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获悉，
1月21日至2月13日，港航控股公司下辖各港口
共有1887名志愿者参与保障春运工作，累计服务
时长1.72万小时。其中，公司内部志愿者1282
名，服务时长1.13万小时；外部志愿者605名，服
务时长5934小时。

春运期间，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大力宣传
预约购票，由于措施得当，天气良好，琼州海峡两
港未出现大规模拥堵现象。

春节期间海口菜价“稳”
18种蔬菜均价涨0.75%

本报海口2月14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林
晓婵 吉晓宇）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菜篮子工程
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获悉，2019年春节期间，海
口“菜篮子”供应充足、品类丰富、价格稳定，全市
共从岛内外调运蔬菜4585吨。据海口市物价部
门监测，2月4日-10日，全市18种蔬菜平均零售
价格为4.02元/斤，比节前价格上涨0.75%。

据了解，为保障春节期间蔬菜尤其是春节特
殊菜品的供给，春节前海口市农业局下达各区蔬
菜种植面积达3万亩以上，叶菜种植面积达1.8万
亩以上，同比上涨13.2%。春节期间采收叶菜
1.62万亩，上市产量1.23万吨，平均每日上市量
615吨，与去年同期增加55吨。

菜篮子产业集团自有蔬菜种植基地种植面积
4515亩，种植蔬菜类近20种。为提前做好春节
特殊菜品的供应，该集团自2018年11月起陆续
种植春节特殊保供菜品水芹、甜菜、茼蒿、香菜等
200余亩，2月1日起陆续投入市场供应，水芹春
节期间日均供应约1.6万斤，甜菜春节期间日均
供应约8000斤，并持续供应到2月19日。

本报海口2月14日讯（记者邓
海宁）2月1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获悉，近日，该
局民警经过40多个小时的连续奋
战，破获系列入室盗窃案5起，抓获
入室盗窃犯罪嫌疑人一名，其中一起
案件涉案金额近10万元。

据了解，2月 9日凌晨，秀英区
长怡路某花园别墅小区发生一起
入室盗窃案，被盗人家的保险柜被

窃走，柜内财物价值近 10 万元人
民币。

案件发生后，海口市公安局秀英
分局立即启动案件快侦快破机制，抽
调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迅速开展现
场勘查工作，提取痕迹物证实施身份
比对，在被盗小区视频监控故障的情
况下扩大排查范围，对小区附近路段
视频监控调取排查。

经过对监控录像的梳理及排查，

专案组民警最终发现了嫌疑人踪
迹。与此同时，民警经过走访发现，
近期附近小区发生的几起入室盗窃
案的作案手法、现场遗留痕迹以及监
控拍下的模糊背影均与2月9日盗窃
案相似。专案组在此基础上，对类似
案件进行并案侦查。

经过40多个小时的连续侦查，2
月11日零时许，专案组民警在海口
市城西路某小型宾馆内抓获犯罪嫌

疑人马某（男，24岁），并缴获涉案赃
款赃物一批。

马某到案后对其实施的5起入
室盗窃案件供认不讳。据悉，2月9
日马某以背、抱的方式将保险柜带出
小区几百米后就将其藏了起来，后又
通过运输工具将保险箱带到某水库
无人处进行暴力拆解，取走里面的财
物。目前，马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盗贼大年初五作案，又背又抱将保险柜运出小区

海口警方破获一起入室盗窃案

冬季瓜菜收购价走高
万宁菜农喜笑颜开

本报万城2月14日电（记者袁宇）2月14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万宁调查队获悉，
截至1月30日，万宁市冬季瓜菜收购价明显走
高，其中泡椒、线椒、青瓜、豆角等多种冬季瓜菜收
购价格涨幅明显，菜农收入水涨船高。

据介绍，截至今年1月30日，万宁菜农生产
的泡椒、线椒、青瓜、豆角等冬季瓜菜价格涨幅明
显。其中泡椒收购价由1月初的1.8元/公斤上涨
至1月底的4.6元/公斤，线椒收购价由1.2元/公
斤涨至3.8元/公斤，青瓜收购价由2.4元/公斤涨
至6元/公斤，豆角由5元/公斤涨至13元/公斤。

国家统计局万宁调查队人员还发现，2018年
11月至12月期间，万宁冬季瓜菜大部分品种产
量同比去年增产达到30%，同时农民在农药、人
工等方面的成本投入也相应减少，每亩冬季瓜菜
给菜农带来的收入增多。以青瓜、椒类为例，初步
测算一亩青瓜可获净利约7000元，椒类每亩可获
净利约3500元。

①

② ③ ④

海南日报记者2月14日从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厅获悉，我省共有38处文物保护单位被列入海南
省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推荐名单。其中，海口市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海口达士巷古道入选。

据介绍，被誉为“海南明清第一巷”的达士巷古道
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马鞍街以西的达士巷内，明
清时期巷内有诸多名流和大户人家居住，便称之为达
士巷。达士巷古道历史悠久、构造古朴且极具特色，
古道呈东西走向，全长约400米，路面宽约2.5米，由
规则的长方形石块横直铺设而成，石块间几乎没有空
隙，路面中间稍凸起，两侧微倾，石块由当地火山岩打
磨而成。

海口达士巷古道入选省级文保单位推荐名单

明清古巷今犹在

①达士巷的地面由规则的长方形石块横直铺设而成。

②达士巷一角。

③达士巷内的古井。

④2月12日，市民从达士巷经过。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影报道

扫黑除恶进行时

陈学克，男，别名陈冲，1966年
10月 26日生，汉族，原籍琼海市中
原镇长仙村佳文村民小组，现加入香
港籍

陈杏花，女，汉族，1982年 11月
17日生，原籍琼海市龙江镇蓝山村大
坡村民小组，现加入香港籍

警方联系人及电话：潘警官：
18907639261 黄警官：18907639339

胡忠平，男，绰号：阿小，1971年
4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海
南省琼海市东平农场红卫队59号

警方联系人及电话：李警官：
18907639350 王警官：18907639324

加大反腐力度
昌江去年立案数增近六成

本报石碌2月14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
吉书冠）2月1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昌江黎族自
治县纪委获悉，2018年昌江纪检系统全年共处置
问题线索328件，立案202件，与上年相比增幅达
59.7%。

据了解，2018年昌江在各领域加大审查调查
力度，加强反腐败协调，有效地推动了反腐败工作
的开展。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64人、移送司法机
关2人，成功挽回经济损失123万余元。通过开
设作风监督栏目《聚焦》、干部作风“五不为”专项
整治、以及扶贫和工程建设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专项监督工作，昌江深化了作风建设，从根本上强
化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