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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伟慧 通讯员 陈泽汝

“咩，咩，咩……”22日下午3时
许，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
镇腰子村委会红罗头村，一群黑山
羊在山间田埂边吃着草，浓浓的绿
意扑面而来，时不时响起的羊叫声，
轻快而喜悦。羊群边坐着一位“放
羊人”，望着这一场景露出了欣慰的
笑容，他正是红罗头村民小组村民
陈运宁。他勤奋刻苦、不等不靠，敢
闯敢试，在创业脱贫致富的路上斗
志昂“羊”，让自己成为当地有名的

“脱贫之星”。

深思熟虑
自主创业当“羊倌”

今年39岁的陈运宁肤色黝黑，精
神抖擞，站在羊群边上与海南日报记
者讲起了他和羊的故事……

“以前日子过得苦，外出打工工资
低，家里产业单一，三个孩子年幼，需

要照顾，妻子只能在家务农。”陈运宁
说，过去全家人的经济来源全靠他一
个人，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
来。2014年，他被纳入贫困户。

要如何拔除穷根？陈运宁想到
琼中生态好，植被丰富，很适合养殖
黑山羊，并且养羊成本低，不费劲，
在家附近就能放养，既能照顾到家
人又能增加收入。于是，经过深思
熟虑的他和妻子商量自主创业，决
定发展养羊。他找亲戚朋友借来3
万元“启动资金”，花了6000元购买
木材搭建小规模的羊栏舍。随后，
用 2.4 万元购买了 9只母羊、1只公
羊，开始繁殖育种，还附带散养家
鹅、山鸡等家禽。

然而，因为养殖技术欠缺，第一
批小羊崽因病死了10多只，陈运宁
既心痛又头疼。帮扶干部了解情况
后，联系养殖专家手把手地教陈运宁
黑山羊养殖和疫病防治技术知识。
经过不断探索养羊的窍门，陈运宁掌
握了养羊的要领。

拓宽思路
靠念“羊经”发“羊财”
2015年，通过朋友介绍，陈运宁

首单卖了4只母羊，收入4400元，赚
到“第一桶金”。他回忆道：“当时不懂
行情，价格被压在了25元一斤。”

当被问及当初为什么选择养羊时，
陈运宁笑着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养羊
相对容易，且见效快、成本低。原生态
草地肥美，赶到山上去就能喂养。”

靠念“羊经”发“羊财”，陈运宁在
村里盖起了80多平方米的平房，实现
了住新房的梦想。在政府和驻村扶贫
干部的帮扶下，靠着自身的辛勤劳作，
陈运宁一家2017年实现脱贫。

尽管已经脱贫“摘帽”，但陈运宁
还是坚持上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勤学
技术。“脱贫不能等、靠、要，只要精神
不倒，再难的日子都能熬出头。”陈运
宁说。

经过不断摸索，陈运宁的养羊技
术逐步提升，4年下来，羊群由10只
发展到42只母羊，每年的收益越来
越多，他的脱贫致富事业迈进了更为
广阔的天地。

不等不靠
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
望着吃着草的羊，陈运宁说：“现

在是不愁销路，只愁产量，羊都是放养
的，食百草，肉质鲜美。”

春节前，卖了 19只羊，赚 9500
元，让陈运宁和妻子开心不已。聊
起收入情况时，陈运宁的语气都透
着一股干劲，“扶贫政策再好，自己
不干也富不了，幸福生活是奋斗出
来的。”

如今，每天放羊时间，是陈运宁和
妻子最快乐的时光，看着羊群撒欢嬉
闹，他们脸上写满了幸福。不等、不
靠、不要，陈运宁借助国家的精准扶贫
好政策和自己的辛勤劳动，在脱贫致
富的路上稳步前行。

不等不靠动力足，勤劳致富步子
快。成为“脱贫之星”的陈运宁坚定地
说：“做农民不流汗，怎么赚钱，养羊虽
累，但有收获。今年要争取扩大规模，
让更多人知道脱贫是要靠自己，希望
身边的人都能和我一样，早日脱贫过
上好日子！”

（本报营根2月22日电）

我省拟授予10家单位
“省‘候鸟’人才工作站”称号

本报海口2月22日讯（记者李磊 通讯员刘
忠成）为完善柔性引进人才工作机制，提升“候鸟”
人才服务水平，省委人才发展局2月22日发布公
告，拟授予海南省京医帮扶工作站等10家单位

“海南省‘候鸟’人才工作站”称号。
这10家单位分别为：海南省京医帮扶工作

站、海南省旅琼文艺家协会“候鸟”人才工作站、海
口市天海社区“候鸟”人才工作站、三亚市天涯区

“候鸟”人才工作站、儋州市滨海新区“候鸟”人才
工作站、文昌市清澜“候鸟”人才工作站、万宁市兴
隆区“候鸟”人才工作站、五指山市“候鸟”人才工
作站、澄迈县康乐美“候鸟”人才工作站、陵水黎族
自治县富力“候鸟”人才工作站。

据悉，这些工作站主要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医疗卫生机构、产业园区、城市社区等载体进
行建设，采取政府引导、单位建设、人才参与、市场
运作的模式运行，主要开展摸清区域内“候鸟”人
才底数、搭建“候鸟”人才与用人单位合作交流平
台等相关工作。

琼中扶贫路上实践者

■ 本报记者 于伟慧

有些人之所以贫困，缺乏勤劳
是一方面，但更多的是缺乏脱贫致
富的斗志和信心。面对生活的窘
境，陈运宁没有丝毫放弃，也不会
觉得生活得过且过。用他的话说
就是，“穷怕了，就不想再穷”。

人若有志，万事可为；人若无
志，无事可成。贫穷不可怕，可怕
的是穷而不自知，穷而不思变，穷
而安现状。在贫困户奔小康的路
上，任何人都不要想着“等、靠、要”
能换来脱贫致富，更不可能凭借坐
享政府政策福利来脱贫。只有坚
定脱贫致富的决心，激发自身的内
生动力，靠自己的辛勤劳作，才能
凭自己的双手摘掉“贫帽”。

记者手记

三亚警方
破获跨境毒品案件
共抓获涉案嫌疑人37名，缴毒17公斤

本报海口2月22日讯 （记者良子 通讯员
黄金）海南日报记者2月22日从省禁毒办了解
到，日前，在海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指导指挥
下，三亚市公安局联合云南德宏、广西南宁、广
东深圳、四川绵阳等地公安机关成功破获

“2018-420”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共抓获涉案
人员37名（缅甸籍3名，香港籍1名），缴获海洛
因17公斤，扣押车辆3部。成功斩断了一条由
云南中缅边境流入我国，辐射海南、广西、广东、
四川等地区的国际贩毒通道，有力堵截了毒品流
入岛内，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营造了良好的
社会环境。

2017年2月，三亚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通过工
作发现一条涉毒线索：三亚籍男子“阿儒”涉嫌伙
同他人在三亚地区从事贩毒活动。经过进一步分
析研判发现，这是一条由境外运送毒品从云南入
境，辗转到广西，然后分销至绵阳、深圳、三亚的跨
境贩毒团伙网络。由于案情重大，为查清该团伙
网络架构，三亚市公安局迅速抽调民警成立工作
专案组，开展专案侦查。

鉴于毒品流向涉及到国内五省区，为实现战
果最大化，争取将该贩毒团伙全链条打击，三亚市
公安局专案组前往广西、云南、广东、四川等多地
开展侦查，基本摸清贩毒运输销售网络和团伙成
员结构及活动规律，经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向公安
部禁毒局申报，2018年10月11日，公安部禁毒
局正式批复同意海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等五
省区联合侦办编号为“2018-420”公安部毒品目
标案件。

2018年12月初，专案组发现境内外贩毒团
伙成员频繁联系，准备联系购买大批毒品入境分
销。2018年 12月 20日，三亚市公安局协同广
西、云南、广东、四川四省区专案组同步开展统一
收网行动，当天在五省区成功抓获涉案人员19
人，缴获毒品海洛因34板、重13公斤，扣押车辆3
部。专案组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在云南、四川两
地又抓获涉案人员18人，缴获毒品海洛因12板、
重4公斤。至此，全案共抓获涉案人员37名，共
缴获海洛因17公斤。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掀起禁毒新高潮

■ 本报记者 良子

春节前后，在景区、车站等场
所出现“排队长龙”并不稀奇，但在
派出所出现排长队的情景却实属
罕见。2月19日元宵节当天，东方
市就出现了嫌疑人在派出所排着
长队来自首的“盛况”——东方市
公安局2月18日晚9时发布关于敦
促314名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嫌
疑人投案自首的通告后，截至19日
18时，仅21小时，已有299人投案
自首。截至 21 日 18 时，已有 313
名涉案嫌疑人投案，剩余1名嫌疑
人也与公安机关取得联系，表示愿
意投案。

大量嫌疑人集中投案：
自首的人挤满派出所

这份被称为东方市警方发布史
上人数最多的劝投通告，在东方市电
视台、路边的广告牌、重点场所的大
屏幕、网络等诸多平台滚动发布。随
着劝投通告的滚动播出，东方市城东
派出所等4个投案点也迎来了几轮
投案小高潮。

东方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负责
人邝其军介绍，19日上午7时，来投
案的人已经挤满了派出所，通告上的
80名该辖区目标对象，当天就有79
人到案。

据了解，为做好这次劝投工
作，东方市公安局全局出动，多警
联动。仅在八所派出所投案点就
有刑侦、禁毒、网警、经侦等十几
个警种参与。各乡镇、村“两委”
干部都有明确的指标任务，劝投
公告贴到村里，送到涉案人家里，
对 314 名嫌疑人家庭挨家挨户进
行走访，做思想工作，动员涉案人
员自首。

大量嫌疑人集中投案自首实属
罕见，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这次劝投成功与东方市连续
的“摘帽”收网行动是分不开的。
2月17日，东方市公安局打击治理
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摘帽 4
号”集中收网行动，共抓获违法犯
罪嫌疑人 98 人。第二天，东方市
公安局就发布敦促 314 名电信网

络诈骗违法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的通告。

“前一天的‘摘帽4号’集中收
网行动，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98
人，这对电信诈骗犯罪的在逃人
员形成强有力的震慑，我们就是
要乘胜追击，不给在逃人员喘息
机会。”东方市公安局副局长黎上
超表示。

2018年 6月，犯罪嫌疑人陶昌
明、张生智两人的照片、名字首次发
布在东方市公安局的微信公众号
上。而这也是东方市公安局，首次以
网络通告的方式，敦促电信网络犯罪
嫌疑人投案自首。

从“摘帽“二号行动至今，东方
市公安局已连续三次通过网络发布
敦促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嫌疑人
投案自首的通告。

如今，公开发布敦促自首通
告，已经成为东方市公安局抓捕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归案的重
要途径。

嫌疑人大部分为青少年：
“我也想敲敲键盘就赚钱”

“敲敲键盘就赚钱了，看到赚钱
这么容易，我也就做了。”海南日报记
者近日在东方市公安局见到了14岁
的诈骗涉案人阿海（化名），他是嫌疑
人中年龄最小的。阿海在东方市一
所职业学校读书，2017年8月，他在
网吧上网时，看到在旁边上网的同龄
人敲敲键盘就能赚钱，很是羡慕。当
他让人教自己游戏币诈骗，得到500
多元时，他有点不太相信眼前的一
切。这个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从来
没有得到这么多的零花钱，“向‘师
傅’交了200元‘学费’，剩下300元
自己花”。

“我们家是贫困户，阿海在学校
的食宿费用政府都承担了，我只偶
尔给他几块钱的早餐钱。”阿海的
父亲王先生是位农民，当天得知通
告上有自己儿子的名字，他简直不

敢相信。“我刚开始是不相信的。
我问了他，他自己承认了，我气得
打了他。”王先生说，19日早晨6点
他就带着阿海到派出所自首，1个
小时后，他又接到了村干部的劝投
电话，当儿子在派出所交待实施游
戏币诈骗40多次、涉案金额数万元
时，王先生几乎崩溃了。“尽管我家
里没钱，还是向亲属、朋友借了一
些钱，等钱凑齐了，就去公安机关
退赃，儿子还太小，希望政府给他
重新做人的机会。”王先生说到这，
声音哽咽了……

“游戏币诈骗大都是针对于年轻
人而言，这个钱来得快，他们如果没
有钱花，通过朋友介绍，诈骗几百块
钱是很容易的事。”东方市公安局刑
事侦查大队大队长杨伟俊介绍，从年
龄上看，这314名犯罪嫌疑人最大年
龄是30岁，最小是14岁，大部分是
20岁左右，从地域上看，大部分来自
农村，且多数为初中文化水平。

这些嫌疑人大部分还是青少

年，他们为什么会走上电信网络诈
骗道路呢？据介绍，不同于电信诈
骗，游戏币诈骗是在电脑上操作，这
些嫌疑人大部分是在网吧里作案。
青少年喜欢组队上网，有人轻轻松
松就骗到钱，这对同伴有潜移默化
的影响，而且这些人大部分无所事
事，又没有钱花，就跟着别人学游戏
币诈骗。另一方面，从地域上看，这
些嫌疑人大部分是农村的，初中毕
业就不再读书了，家长对孩子放之
任之，疏于教育，很多家长都不知道
孩子搞游戏币诈骗，看到自首通告
上有自己孩子的名字都非常震惊。

警方依法办案宽严相济：
促使嫌疑人悔过自新

据东方警方介绍，这些嫌疑人以
青少年为主，而且涉案金额在2万元
以内。对于这样特殊的涉案群体，本
着“治病救人”的目的，给他们重新做
人、改过自新的机会，警方依法办案，
宽严相济，所以有了314名涉案人员
的劝投通告。

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廖晖
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自动投案的认定可以从两个方面来
进行审查：一是时间；二是方式和动
机。自动投案的时间既可以是犯罪
事实发觉以前，也可以是犯罪事实
被察觉之后。认定自首关键在于犯
罪分子须自动投案。犯罪分子自动
投案说明其认罪悔改，愿意接受法
律的惩处。目前从东方市公安局发
布的敦促违法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的通告上来看，第一是要求犯罪嫌
疑人要在2019年2月19日18时以
前自首，即要在规定期限内自动投
案。第二是要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
事实，接受法律的处罚。第三是要
积极退赃退款。所以犯罪嫌疑人如
果具备以上条件，东方市公安机关
可以依法给予从轻、减轻处罚或依
法变更强制措施。总之，自首制度
适用于一切犯罪，它旨在通过鼓励
犯罪人自动投案，一方面有利于案
件的及时侦破与审理，另一方面有
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悔过自新，不
再继续作案。

（本报八所2月22日电）

本报八所2月22日电（记者良
子 通讯员黄云鹏 苏晶）国务院打击
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
际联席会议办公室2017年11月底
将东方列为游戏币诈骗犯罪重点地
区，进行挂牌整治。一年多来，省委、
省政府、省公安厅以及东方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作为重要政治工作任务来

抓，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据介绍，在东方市2018年 4月

27日至今年 2月 17日开展的 4次
“摘帽”收网行动中，公安部刑侦局
在研判、指挥上给予大力支持，海
南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范华平把
关、指挥部署，制定专案行动方案，
确保取得实效。在东方“摘帽”1
号、2号、4号行动中，东方市委书

记铁刚及国务院部际联席办督导
组领导坐镇指挥确保了收网行动
的圆满成功。

东方公安落实公安部“1+8+32”
打击工作机制，在公安部温州研判中
心、上海市公安局刑警总队、海南省
公安厅相关业务总队及阿里巴巴、腾
讯的大力支持下，2018年以来，全市
共打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 37

个，抓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338名，缴获大批作案电脑、手机，其
中4次大规模的“摘帽”集中收网行
动，共抓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312名，包括目标对象283名，完成
先前已锁定目标对象 294 人的
96.26%，部分未成年人予以教育释
放，串并破获电信网络诈骗刑事案件
2000余起。

根据公安部反诈平台统计，东方
市游戏币诈骗发案数从开展“摘帽”
行动之前的日均4.32起下降至日均
不足1起，带动全市刑事案件发案率
下降15.8%，实现了抓获违法犯罪嫌
疑人数量明显上升、破案数明显上
升、游戏币诈骗案件明显下降、人民
群众财产损失明显下降的“两升两
降”目标。

东方4次“摘帽”收网行动成效显著
2018年以来打掉电信网络诈骗团伙37个，抓获嫌疑人338名

琼中黎母山镇红罗头村“脱贫之星”陈运宁：

政府帮扶添信心 创业致富斗志昂“羊”

李开文当选
定安县人民政府县长

本报定城2月22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王兰兰）2月22日，定安县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会议选举李开文
为定安县人民政府县长。

新闻追踪

东方市一则劝投通告发布仅21小时就有299人投案

为什么这么多人排队自首？

2019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
研修班举行

今年我省将培育
200家“专精特新”企业

本报海口2月22日讯（记者邵长春）海南省
中小企业2019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
研修班近日在海口举行。据悉，今年我省将大力
促进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力争培育200家“专精
特新”企业。

本次研修班由省知识产权联合会壹科技
平台举办，旨在帮助我省中小企业补齐科技创
新短板，加大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力
度，扎实开展2019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
解决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中的难点和问题。未
来，省知识产权联合会还将举办全方位更深入
的交流合作活动，助力全省中小企业发展，通
过多沟通、多交流，有目的地了解企业需求，从
根源上帮助企业解决问题，更好地帮扶企业做
大做强。

据悉，省工信厅今年将研究出台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政策，推动亚太（海南）中小企业数字经
济合作区建设；利用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通过“两补一奖励”、贷款贴息、股权投资等方
式，缓解企业融资难。同时，开展中小企业质量
提升帮扶、管理提升专项行动，实施大中小企业
融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逐步完善中小企业公共
服务平台的功能。

涉案人员投案自首。（东方市公安局供图）

脱贫致富
人须有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