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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书签行动”倡导
青少年健康阅读

本报石碌4月29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
钟玉莹）近日，为积极引导青少年绿色阅读、文明
上网，昌江黎族自治县在县民族中学举办了2019
年“绿书签行动”集中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旨在
借助此次活动，共同呵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启动仪式上，昌江向广大师生发出了“倡导绿
色阅读，远离黄非侵害，净化网络，文明健康上网”
的倡议，希望莘莘学子能够自觉行动，真正远离盗
版、拒绝有害出版物，净化校园环境，让健康的文
化伴随同学们成长。

据悉，此次活动由昌江扫黄打非办主办，活动
以“护助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拒绝有害出版物及信
息”为主题，围绕保护未成年人文化权益、净化网
上网下文化环境、提升青少年网络素养、养成良好
的阅读习惯、树立保护知识产权理念等多方面内
容，旨在积极引导广大青少年正确使用网络、文明
绿色上网，自觉抵制和远离非法有害出版物及信
息，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为少年儿童营造
绿色、健康的学习和成长环境。

此外，工作人员还通过推荐优秀读物、现场知
识互动问答等多种方式，直观地普及了“扫黄打
非”知识，倡导未成年人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自觉抵制有害出版物，远离不良信息。

战高温斗酷暑
电力部门力保民生用电

本报石碌4月29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
蒙钟升）连日来全省各地持续出现37摄氏度以上
高温天气，近来北部地区气温有所下降，但西部仍
受高温“炙烤”。为应对高温天气，昌江黎族自治
县供电局积极采取措施做好高温防范工作，确保
群众用电无忧。

随着高温酷暑天气的持续，昌江居民的用电
量也随之攀升，电力保障压力不断加大，昌江供
电局也迎来了重要“烤验”。近日，昌江供电局
加大了对电力设备的负载检查，防范因用电量过
高，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大而引发的安
全事故。

“我们安排了专人在高温时段对负荷压力大
的变电器进行一一检查，包括了567台公变和用
户的867台配变，都在我们的监测中。”海南电网
公司昌江供电局输配电管理中心主任方宝坤说。

此外，昌江供电局还专门制定了高温期间的
应急预案，并协助用户做好隐患排查。同时利用
自动化计量系统实时监控电网运行状况，合理安
排电网运行方式，及时处置各种用电故障。

“保健”市场乱象整治：
“百日行动”检查170家
保健品店、药店

本报石碌4月29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
蒙钟升）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不定期组织执法人
员对县域内重点场所及区域的保健品、美容院等
保健类市场主体开展了巡查。自今年1月以来，
昌江大力开展的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
动”，严厉打击了违规营销宣传产品功效、误导和
欺骗消费者等违法行为，通过全面整治保健品消
费市场，保障了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和消费安全。

整治行动中，昌江重点查处未经许可生产、经
营、进口食品和保健食品的行为，并着力防范食品
和保健食品夸大虚假宣传、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
等行为，同时禁止任何组织和人员在许可登记的
经营场所之外集中招揽消费群体组织销售食品、
保健食品和医疗器械，针对为无证无照或为违法
违规经营提供场所等便利条件的行为更是坚决打
击。此外，还通过开展“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
治理成果。

据悉，自开展“百日行动”以来，昌江共出动执
法人员529人次，检查保健品店、药店170家，并
对重点区域开展190次检查、5次联合检查和2次
行政约谈。在检查过程中还发现了药店销售保健
品存在虚假宣传、未标注专利号等违法经营行为，
并立案3宗、查处1宗，罚没款8000元，另有2宗
案件正在调查中。

不落一村、不落一户、不落一畜
昌江部署非洲猪瘟防控工作

本报石碌4月29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
钟潇虹 钟玉莹）为进一步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
作，昌江黎族自治县于4月27日召开加强非洲猪
瘟防控工作会议，要求全县各乡镇、各部门切实做
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确保县域食品安全。

会议强调，各相关部门及乡镇需在已有工作
基础上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同时进一步明确工作
职责、主动相互配合，通过建立健全联动机制，形
成工作合力。而乡镇之间则需互相学习、借鉴好的
工作做法和特点，结合自身实际形成较完善的防
控措施，努力让尚无疫情出现的昌江成为无疫区。

此外，昌江还要求镇、村两级干部逐村逐户
开展排查，做到不落一村、不落一户、不落一畜，
同时相关部门将在重点路段设立防控点，会同监
管部门合力联防联控。在关闭不合格屠宰点基
础上，昌江还要求养殖厂一旦出现疫情，均要做
好捕杀和消毒工作，第一时间上报防控、农业及
畜牧部门，同时引导群众按要求处理泔水，明令
禁止泔水喂猪。

“昌江将全力以赴做好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
作，对于在防控工作中失职和渎职的单位和个人，
我们还将启动问责机制。”昌江县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石碌4月29日电（记者刘笑非）近
日，昌江黎族自治县通过对扫黑除恶涉案企
业开展调研，了解企业运转情况及存在的问
题和困难，为项目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深
入社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氛围营
造工作。旨在保障企业开展正常生产，同时
有效维护企业和群众的正当利益。

在昌江鸿启混凝土公司搅拌站，以及昌
江鸿启实业有限公司，昌江县政府相关负责
人听取了企业负责人关于目前水泥厂的运
转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后，要求企业要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营造安全有序的
企业经营环境。同时也期望企业尽快列出
问题和困难清单，有关部门将根据列出的清
单，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而位于叉河镇的三狮岭V2建筑用花岗
岩石料矿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项目，
由于此前长期的不合理开采和历史遗留问

题，导致老矿坑未能进行有效的恢复和治
理，目前已形成了一个大采坑。为最大程度
地修复矿山，以及由开采活动所引起的矿山
地质环境问题，消除矿山地质灾害隐患、改
善矿山地质环境状况，昌江将在台阶及坡面
进行植被复绿，同时改善道路沿线景观，并
对采坑底板平台进行平整，植被复绿、地形
地貌景观优化后，不仅将改善矿区生态地质
环境状况，也将综合利用起废石料，保障“十
三五”期间昌江民生、基础设施以及重点项
目的石料供应。

此外，在石碌镇城北社区、第二农贸
市场等地，昌江相关部门还实地检查了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氛围营造工作开展
情况，并承诺不断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
消除黑恶势力影响，营造扫黑除恶浓厚氛
围，真正让群众知晓并参与到扫黑除恶工
作中来。

保障扫黑除恶涉案企业正常生产

昌江有效维护企业正当利益
本报石碌4月 29日电 （记者刘笑

非 通讯员钟玉莹）近日，昌江黎族自
治县先后在昌化镇、石碌镇等地举办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阶段性成果巡回
展，通过全面、直观地向群众展示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成果，旨在向社会各界
传递依法严厉打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
的态度和决心，提振群众对专项斗争
的信心。

海南日报记者在巡展现场看到，来
往的群众和党员干部纷纷驻足观看，并
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所取得的成效称赞
叫好。而活动的举办也让群众认识到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意义，以及自己
肩负的责任担当。此外，工作人员还现
场发放了2000本法制宣传手册，并详尽
地向现场群众干部解答了扫黑除恶相关
法律知识疑点，动员他们积极参与、踊跃

举报揭发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
推进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携手共建和
谐稳定平安昌江。

据了解，此次巡回展共精心挑选出
了70幅典型案例图片，由工作部署、宣传
方式、严厉打击菜霸砂霸运霸、严厉惩治
黑恶势力案件等多方面内容组合而成，
借助震撼人心的图片文字、发人深省的
典型案例，多维度展示昌江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以来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彰
显昌江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依
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决心。

而此次巡回展还将深入到昌江各乡
镇、村（居）、社区和学校等地进行展出，
通过营造良好宣传氛围，提高人民群众
知晓率的方式，形成“家喻户晓、人人参
与、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良好局面。

提升群众参与度与知晓率

昌江举办扫黑除恶成果巡回展

木棉学校、芒果幼儿园
预计9月开学

近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
镇环城西路东侧的木棉学校及芒果
幼儿园建设项目工程已进入尾声，
正在进行绿化等收尾工作。该项目
预计9月份开学投用，届时能提供
2520个学位，这也填补了昌江城北
区域此前没有九年制公办校的空
白，也将进一步巩固提升县域义务
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成果。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多个恶势力团伙被端，违法案件发生率明显下降

昌江:利剑斩黑恶 治乱促和谐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陈家漠

4月24日，随着
昌江黎族自治县石
碌镇环城东路与环
城东一路路口的12
层“揽金酒店”轰然
倒塌，昌江的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进入了
新的阶段，以黄鸿发
为首的黑恶势力影
响力也犹如建筑倒
下的尘雾慢慢散去。

有恶必打、有乱必治。从叉河镇老
宏村治安乱点的成功整治，确保叉霸公
路项目顺利推进，到严惩“黄赌毒”，昌
江成功查破赌博案件104起、打掉窝点
28个，并侦破25宗贩毒案件，抓获56
名犯罪嫌疑人，特别是快速打掉石碌地
区的组织卖淫犯罪团伙，抓获29名犯
罪嫌疑人，赢得了群众的一片赞叹。

铁腕扫黑除恶，昌江战果丰硕。
同时，昌江的干部群众清楚地意识
到，要根除黑恶势力影响，仍需加大
力度“打伞破网”。自“10·26”专案以

来，昌江已感召5名党员干部和公职
人员主动投案自首，同时借巡察“利
剑”作用，派出4个巡察组对全县96
个村级基层党组织开展扫黑除恶巡
察。在县纪委监委设立的3个查办
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件专班，
目前已受理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
伞”问题线索25件，其中立案4件6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人。

“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还要
在‘打伞破网’和‘打财断血’上持续
发力。紧盯黑恶势力新形势、新方

向，加强专案专攻。”昌江县委书记黄
金城表示，深挖彻查涉黑涉恶问题突
出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
打击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黑恶势力违
法犯罪及其“保护伞”的同时也要紧
盯黑恶势力经济基础，实现扫黑除恶
与“打财断血”联动。

黄金城说，扫黑除恶，昌江还将
主动出击、重拳施治，为建设山海黎
乡大花园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一
流的营商环境。

（本报石碌4月29日电）

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
昌江大范围、多领域实施精准打击，
除今年1月6日，在省扫黑除恶领导
小组、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的带领
下，一举打掉以黄鸿发为首的黑恶犯
罪团伙外，截至本月20日，昌江还打
掉恶势力犯罪团伙4个、抓获犯罪嫌

疑人62人，并破获刑事案件23起，缴
获砍刀、钩刀等作案工具一批。同时
还成功整治治安乱点2个，抓获犯罪
嫌疑人30人，缴获一批枪支、挖掘
机、铲车、耕牛等涉案财物。此外，68
起寻衅滋事、开设赌场、故意毁坏财
物等9类涉恶类案件也在昌江的高

压严打下现形，成功抓获涉恶类案件
违法犯罪嫌疑人135人。

“10·26”专案的成功收网，是昌
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取得阶段性
成效的标志，其起到的震慑影响更为
广大。一组数据的对比足以显示昌江
扫黑除恶的力度和成效：自“10·26”

专案收网以来，昌江全县所立刑事案
件同比下降29.85%，其中故意伤害案
件、盗窃案件分别同比下降33.33%、
37.5%；受理、查处治安案件同比下降
13.07%，其中殴打他人案件、故意毁
坏财物案件、赌博违法案件分别同比
下降28.26%、28.58%、44.07%。

扫大黑，也要除小恶，在群众关心
以及专项斗争的重点领域，昌江专门
开展了强化整治。三月底，一起发生
在叉河镇的非法运砂车暴力抗法事
件，让昌江公安、城市综合执法等多个
部门联合出击，不仅成功抓获犯罪嫌
疑人，也打击了非法采砂的乱象。

为严打“砂霸”，昌江共开展205
次联合打击行动，成功捣毁5个囤砂
点、整治35个砂场乱点，现场捣毁30
台抽砂机、11艘采砂船及一批非法采
砂设备。而在此基础上对昌化江下
游河道实施的分段疏浚、规范河砂产

供工作，也全力恢复河道沿线景观和
生态功能，让扫黑除恶的成效延伸至
多个领域。

而在昌江治超的“铁腕”下，通过
成立联合治超领导小组，出台重点货
运源头企业整治工作方案，146起货
车超限超载违法行为被查处，全县
179辆非法加高车厢栏板的货车被
现场切割，运输行业秩序的规范，不
仅让“运霸”无处遁形，更赢得了运输
行业从业者的尊重。

对于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消
费市场，昌江也严厉打击了欺行霸市、

强买强卖、哄抬物价等等扰乱市场经
营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尤其是在去
年8月，对以黄鸿发为首的黑恶势力团
伙长期经营的石碌第二农贸市场进行
了依法回收，不仅有力促进市场经营
秩序转好，也保护了群众的切身利益。

“围绕10类重点打击对象，尤其
是容易滋生黑恶势力的重点行业，我
们进行了深入的线索摸排，对已掌握
的涉黑涉恶线索，一律组成专案组专
案专办。”昌江县委相关负责人说。
通过摸排、深挖，昌江发现了以羊某
好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从2016年

开始长期在十月田镇一带逞强称霸，
多次聚众持械殴打无辜群众，严重扰
乱当地社会治安；以郭某敏为首的恶
势力犯罪团伙在和盛家园工程建设
过程中涉嫌强迫交易、敲诈勒索、寻
衅滋事、故意损毁财物等；以杨某云
为首的涉恶犯罪团伙自2018年起在
石碌镇片石大村一带为非作歹、欺压
群众，严重扰乱当地社会治安和经济
秩序。为此昌江成立专案组，经过缜
密侦查、抓捕，成功打掉了这三个恶
势力团伙，抓获团伙成员30人，破获
刑事案件10起。

严打“砂霸”“菜霸”保护群众切身利益

大案收网后，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打伞破网”“打财断血”不手软

昌江快讯

受理、查处治安案件同比下降13.07%

自“10·26”专案收网以来，昌江全县所立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29.85%

其中
殴打他人案件

同比下降28.26%
赌博违法案件

同比下降44.07%
故意毁坏财物案件

同比下降28.58%制图/陈海冰

故意伤害案件同比下降33.33% 盗窃案件同比下降37.5%

关注昌江扫黑除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