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涯巨变

70年艰辛创业，70年砥砺奋进，实践一再证明“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海南广
大人民群众努力奋斗与创造，让沧海变桑田，让边陲海岛实现华丽蜕变。海南日报今起开设“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系列专栏，多角度呈
现海南70年发展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展示海南人民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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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各市县各部门部署兴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高潮

以中央督导为契机扎实推进扫黑除恶

扫黑除恶进行时

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在海南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记者金
昌波 刘梦晓 袁宇 邓钰 林晓君）连
日来，我省各市县、各部门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纷纷以设立分会场，召开动员
会、专题会议等形式，第一时间传达贯
彻中央扫黑除恶第18督导组督导海
南省工作动员会、海南省政府常务会
议精神，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部署要求，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
得新进展，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营造和谐的
社会环境。

4月10日，省高院组织该院扫黑
除恶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专
题学习4月9日全国扫黑办发布的由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扫黑
除恶案件的四个意见，要求全省各级
法院深刻理解文件精神，结合审判工
作实际，全面抓好贯彻。

省高院院长陈凤超在会上要求，
全省法院要将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
争、基层“拍蝇”紧密结合起来，始终保
持对各类黑恶势力犯罪的高压态势；
建立制度化、常态化沟通机制，加强与
其他政法单位的沟通协调，形成工作
合力；切实贯彻依法严惩方针，在办案
中严格落实线索摸排、移送机制，发现
需要移交的案件线索及时移送侦查机
关，发现司法机关办案漏洞及时提出
司法建议；学精、学准、学透文件精神，
准确把握“恶势力”认定标准，精准区
分“套路贷”和“高利贷”，指导突破“软

暴力”取证难问题，在坚决打击的同时
注意保护合法权益。

东方市提出，要结合实际、突出重
点、细化台账，完善措施整改，确保扫
黑除恶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特别
要在能力提升、督导检查、破案打击、
破网打伞、协同联动等方面下功夫，始
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尽锐出战，除恶
务尽。

万宁市对扫黑除恶宣传发动、线
索摸排、依法打击、深挖保护伞、综合
治理、基层组织建设、反馈问题整改等
方面作出了具体部署，要求尽快补齐

该市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短
板，推进重难点问题的解决。

定安县要求，加强各部门协调配
合，不断完善扫黑除恶工作机制建设，
紧紧围绕扫黑除恶工作重点，再次深
入进行摸排了解，严格对照排查任务
清单，督进度、督成效，确保已完成的
整改任务不反弹。

洋浦经济开发区提出，将以中央
督导为契机，认真做好黑恶积案、涉黑
涉恶线索清零工作，全力推进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迎检工作，切实推进洋浦
平安建设。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森
田和新）省公安厅4月10日召开新闻
发布会，通报全省公安机关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阶段性成效，对公安机关侦
办的海口市秀英区陈先福为首的涉黑
涉恶犯罪团伙和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刘运嘉为首的涉黑涉恶犯罪团伙情况
予以公布。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全省
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阶段
性显著成效。截至今年3月31日，全省
公安机关共侦办黑恶犯罪团伙141个
（已移送起诉107个，其中已判决25

个），其中黑社会性质组织16个（已移送
起诉9个，其中已判决4个），恶势力犯
罪团伙125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327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941人，缴获各类
枪支45支，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折
合人民币约19.41亿余元，查处涉黑涉
恶公职人员和农村干部117人。我省

公安机关扫黑除恶成绩突出，受到公安
部扫黑办通报表扬。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社会治安环
境明显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优
化，打击黑恶犯罪机制更加完善。
队伍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公安
队伍进一步纯洁。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森
田和新）4月10日,省公安厅通报了
定安县公安局侦办海口市秀英区陈先
福为首的涉黑涉恶犯罪团伙情况。

陈先福系海口市公安局某分局原
副局长，后下海经商。经查，自2006年
以来，以陈先福为首的涉黑涉恶犯罪团
伙，在秀英区石山镇和平村文峰村民小
组一带，长期以暴力手段称霸一方，涉

嫌非法采矿、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容留
他人吸毒、贩卖毒品等违法犯罪以及干
扰基层组织选举等行为，扰乱正常社会
秩序和经济秩序，侵害百姓切身利益。

截至目前，共抓获陈先福、陈先
照、陈先光等31名犯罪嫌疑人，主要
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冻结、扣押、查
封涉案人员资产共计约合 4300 万
元。目前31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
留，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森
田和新）4月10日，省公安厅通报了
万宁市公安局侦办的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刘运嘉为首的涉黑涉恶犯罪
团伙情况。

经查，该团伙长期以暴力手段称
霸一方，存在欺行霸市、经营赌场、强
买强卖、非法高利放贷等行为，涉嫌
故意伤害、容留他人吸毒、寻衅滋事、

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扰
乱正常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害百
姓切身利益。

今年4月3日至5日，省公安厅刑
警总队联合万宁市公安局出动200名
精干警力，对刘运嘉为首的涉黑涉恶
犯罪团伙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抓
获了刘运嘉、王乐等18名犯罪嫌疑
人。扣押管制刀具、涉案财物一批，冻
结涉案资金约900万元人民币。

我省扫黑除恶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
侦办黑恶犯罪团伙141个，抓获嫌犯1941人

公安分局原副局长成黑老大，栽了！
31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

海口陈先福涉黑涉恶案

以暴力手段称霸一方，端了！
18名嫌疑人落网，冻结涉案资金约900万元

琼中刘运嘉涉黑涉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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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4月9日12时-4月10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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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5

23

26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为精准打击各种黑恶势力，中央扫黑除
恶第18督导组4月7日起进驻海南，现向全
省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和邮政信箱，欢迎广大
干部群众踊跃举报。

举报时间：4月7日至5月7日
每天8：00-20：00；

举报电话：0898-65360851、
65363891、65391195；

邮政信箱：海口市A011号邮政信箱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记者尤梦瑜）4月10
日下午，中国作协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系
列采访活动启动活动在海口举行。从4月9日至
14日，由中国作协组织的30余位作家前往三沙
等市县，围绕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和边疆文化建设发展情况等开展
采访等活动，以期创作出优秀文学作品，献礼新中
国70华诞。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在采访活动期间，中国
作协一行还将在海南开展实地考察、捐赠图书、公
益讲堂、座谈交流、主题创作等系列活动，为海南
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

据悉，本次作家主题系列采访活动计划组织
四个采访团，邀请组织120余名作家参加，深入到
海南、贵州、上海、江苏、四川、甘肃等地区以及部
分行业产业一线，了解国家发展和社情民意，积累
创作素材，创作一批反映时代脉搏、展现人民奋
进、振奋民族精神的文学作品。

本次来琼的采访团是该主题系列采访活动的
第一团，由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带
队。启动活动上，钱小芊表示，希望参加主题系列
采访活动的各位作家，珍惜此次采访、考察、学习
的机会，重温新中国成立70年的发展历程，聚焦
我国城乡发生的巨大变化，以身入、心入、情入的
姿态，深入了解和深情讲述新中国成立70年的动
人故事。要把这次系列采访活动，同增强“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主题教育实践结合起来，筑牢信
念之魂，锻造优良作风，增强专业创作本领，推进
文学精品创作生产。

中国作协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主题采访海口启动
钱小芊出席启动活动

博士服务团大课堂海口开班
王蒙作首场报告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记者赵优）4月10日
下午，“博士服务团大课堂”开班仪式暨首场报告
会在海南大学举行，著名作家、原文化部部长王蒙
作首场报告。

据了解，“博士服务团大课堂”是由第19批中
央组织部、共青团中央（来琼）博士服务团临时党
支部和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学院及海
南热带海洋学院四所高校党委合作举办，邀请国
内一流专家学者来琼讲课。

今年，中组部、团中央进一步加大对海南人才
发展的支持力度，目前博士服务团共有27名博士
在琼挂职服务。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支
持海南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和“海南要坚持五
湖四海广揽人才”的重要指示，博士服务团主动请
进知名专家学者，联合省内四所高校举办“博士服
务团大课堂”，为省内高校学生提供聆听大师的机
会，打造专家学者与海南高校的纽带和平台。

在活动现场，王蒙获颁“海南特聘专家”证书，
并在首场报告会上以《道通为一》为题，向海南大
学学子分享他对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理解，与现
场学子交流互动。

据了解，“博士服务团大课堂”将持续至2020
年上半年，期间将在海南举办近20场报告会。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 本报记者 李磊

塔昌村的胡椒、青橘即将迎来收
获。

4月10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在
这座红色村庄看到，枝头是沉甸甸的
果实，树下是脸上露着笑容的村民。

地处海口市琼山区的大坡镇树
德行政村，下辖6个自然村，塔昌村
是其中之一。

在革命战争年代，塔昌村的先辈
们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数次被
日寇、国民党反动派屠戮，村庄三次
成为无人村。如今，在革命先辈事迹
的激励下，红色塔昌村产业发展与生
态环境和谐共存，把美丽乡村建设和
生态旅游观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走
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光荣历史
为琼崖革命作出巨大牺牲

走进绿树成荫的塔昌村，红色的
农家别墅掩映于苍翠的林木间，格外
醒目。

村民傅后彬，是当地出了名的致
富能手。至今，他的家里还保存着一
块刻有“光荣家庭”字样的木牌匾，字
迹斑驳的木匾上，还能隐约辨认出

“傅烈军”这个名字。
这块牌匾是解放初期当地人民

政府授予村中革命烈士家庭的“光荣
家庭”荣誉。傅烈军，正是傅后彬的
堂叔，一位在琼崖纵队以枪法准而出
名的革命战士，在1942年反日伪扫
荡战斗中牺牲。

据了解，从1928年至抗日战争
胜利期间，塔昌村曾经三次被围剿和
烧杀，这个原来仅有150多人的小村
子，先后有50多名共产党员、90多名

群众为革命事业奉献出了宝贵生
命。到1950年海南解放时，塔昌村
仅剩下9人。

塔昌村民小组组长王绥山曾花
费两年多时间，搜集整理塔昌村的相
关史料，并写成一本小册子《红色塔
昌》。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里，记录着
塔昌英勇而又悲壮的村史——由于
塔昌历来是敌后斗争的坚强堡垒，因
此成为琼崖特委的主要活动基地。
在1926年建设琼崖农村第一批党支
部名单中，塔昌村赫然在列。

这里也是琼崖革命主要根据地
之一。革命战争年代，冯白驹、李明、
王白伦等琼崖革命领导人，在塔昌村
民的掩护下，曾多次在此办公和秘密
聚会。其中，著名的中共琼崖特委第
四届第九次扩大会议就在这个小村
召开。

也是在这座村庄，冯白驹等人多
次遭遇敌人的包围，却一次次在村民
的掩护下脱险。村民们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甚至生命，印证着“山不藏人
人藏人”的军民鱼水情。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南方革
命老根据地访问团访问塔昌村，赞誉
塔昌村为“红色村庄”，授旗授牌为

“革命模范村”。

浴火重生
红色土地建成文明生态村

虽历经磨难，但老区人民以无比
的顽强，在浩劫之后浴火重生。

在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南方
革命老根据地访问团访问塔昌村
后，党中央的关怀令幸存的塔昌村
民格外振奋，他们齐心协力，在一
片废墟上重新建起了家园。

2007年，塔昌村民积极响应省
委、省政府的号召，开始自发创建文
明生态村，成为海口市最早创建文明
生态村的村庄之一。

创建文明生态村之初，村民都自
觉地投工投劳，拆除破旧房屋、牛栏
猪圈，清除村里的垃圾，美化村容环
境，硬化环村路面等，美丽乡村的雏
形初现。

2009年，当地政府开始对塔昌
村创建文明生态村进行支持，让塔昌
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庄基础设施
建设不断完善。2013年，塔昌村又
被省扶贫办列为海南老区第一个美
丽乡村项目。

2013年底，一座记录塔昌村革
命先辈事迹的村史馆在村中建
成。村史馆前，一座名为“红色塔
昌”的雕塑格外醒目，作为雕塑主
体人物的三名琼崖纵队战士，手擎
红旗、紧握钢枪，向着胜利的方向
勇往前进。

如今的塔昌村里绿树成荫，不仅
完成了村民别墅的修建，还建成了红
色文化公园、农家乐生态长廊、休闲
农业观光园等特色片区。

不忘初心
走出一条绿色致富路

“革命战争年代，塔昌村为革命事
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如今，我们更
要继承先烈的遗志，向着美好幸福生
活继续前进。”王绥山说他寻访村庄历
史的动力之一，正是“让革命先烈的事
迹，激励如今的塔昌人不断奋进”。

如今，塔昌村的党员们不忘初
心，发挥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正带领
广大群众发展特色产业，走出一条属
于红色塔昌的乡村振兴之路。

由于靠近大型胡椒生产基地东昌
农场公司，并且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
条件和良好的胡椒种植基础，塔昌村
村民们种植胡椒的积极性很高。凭借
着种植胡椒的收入，塔昌村如今已经
成为名副其实的胡椒村、富裕村。

为了提高胡椒的产量质量并拓
展销路，2015年，村里成立了塔昌农

业合作社。第二年，合作社成立了党
支部。如今，这个支部共有8名党
员，办公地点设立在村史馆的一楼，
由王绥山担任支部书记。

如今村里共有数百亩胡椒林，同
时发展酸橘、柠檬、红心蜜柚产业，全
村人均年收入超过2万元，大部分农
户拥有小轿车。

近年来，在种植多种经济作物的
基础上，塔昌村依托文明生态村发展
农家乐，将红色文化和绿色生态旅游
相结合，村民的收入年年增长。

每到周末，塔昌村口的停车场都
停满从海口城区等地来的轿车，度假
休闲的游客们在这里体验农家旅游，
购买刚刚从地里采摘的农产品，享受
闲暇时光。

站在“红色塔昌”的雕塑前，王绥
山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如今的塔昌人
民在革命先烈精神激励下，奋发图强，
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这也是对先烈最
好的告慰。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

“2019魅力海南行”外媒采风活动启动
全球主流媒体聚焦琼州大地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记者丁平）4月9日，
“2019魅力海南行”外媒采风活动在海口正式开
启。一批国外知名媒体记者齐聚海南，向全球传
播海南声音，讲述海南故事，展示海南魅力。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主办，新华社新闻信
息中心协办，邀请了美联社、法新社、欧新社、蒙古
国家通讯社、葡萄牙卢萨通讯社、东京新闻、俄罗
斯全国广播电视公司、马来西亚星报等国际主流
媒体记者，在海口、澄迈、琼海、陵水、三亚和保亭
等地采风，以外媒视角解析海南自贸区建设以来
的创新亮点和前景。

本次活动将充分展现海南在发展互联网产业
等方面的探索创新，利用生态优势发展科技农业、
开创农旅融合的新业态，展现海南源远流长的少
数民族文化风情，以及海南以免税购物、康养医疗
旅游、体育旅游为重点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迸
发的活力和前景。

活动将依托优质媒体资源进行国内外、全媒
体、一体化传播，向亚太、欧洲、北美等海外200家
国外主流媒体网站发布，并通过新华社海外社交
媒体脸谱账号传播，触达千万海外网友，生动展示
一个真实、全面、立体的海南。本次活动还吸引了
央视等国内主流媒体的关注。

为革命作出巨大牺牲的老区村庄，如今成了生态良好、产业发达的美丽富裕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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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推荐60条乡村游线路

我省两条线路上榜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 （记者
傅人意）海南日报记者4月9日从
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农业农村部近
日向社会重点推介全国60条春季
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我省琼海、
屯昌两条线路上榜。

入选的两条线路分别是：琼海休
闲农业赏花游，推荐线路为琼海市区
→龙寿洋田野公园→南强“艺术＋”
美丽乡村→大顺共享农庄，推荐行程
为1天-2天；屯昌梦幻香山芳香文化
游，推荐线路为海口市→梦幻香山芳
香文化园，推荐行程为1天。

近期，我省休闲农业主管部门
推出包含上述两条线路在内的10
条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
路。另外8条线路分别为：三亚市
海棠区水稻国家公园景区一日游；
文昌特色生态之旅，精品景点有龙
泉乡园共享农庄、文昌椰子大观园、
潭牛大庙吾乡共享农庄；文昌市好
圣乡村一日游，精品景点有区块链
综合体、好圣航天瓜菜种植基地；陵
水黎族自治县大里生态乡村旅游；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神玉岛深度
游；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常青茶溪
谷景区游；海南阿罗多甘共享农庄
两日游；澄迈县一日游，精品景点有
福山荔枝共享农庄、才存共享农庄。

塔昌村新貌。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韦茂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