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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符
王润）5月8日，省卫健委印发《海南省
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
作实施方案（2019年版）》（以下简称
《方案》），提出至2020年底，实现全省
产妇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率达到
95%，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抗艾滋病毒
用药率达90%以上，所生婴儿抗艾滋
病毒用药率达90%以上，艾滋病母婴
传播率下降至4%以下。

《方案》要求，各地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应结合孕产期与儿童保健服务，
为所有孕产妇及所生儿童提供全面、
整合的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
传播服务。其中包括健康教育及健康
促进、孕产妇检测与咨询服务、为感染
孕产妇及所生儿童提供保健服务等。

《方案》提出，一旦发现艾滋病感
染孕产妇，应当及时为其提供免费抗
病毒治疗。婴儿出生后，应尽早（6-
12小时内）提供免费抗病毒用药；进
行感染状况监测，提供艾滋病感染早

期诊断检测和抗体检测服务等。在艾
滋病感染母亲所生儿童满1、3、6、9、
12和18月龄时，分别对其进行随访，
提供常规保健、生长发育监测、感染状
况监测、预防营养不良的指导、免疫接
种等服务。

《方案》还提出，辖区定点治疗机
构应当对孕早期发现的梅毒感染孕产
妇（包括既往感染者）在孕早期及孕晚
期进行规范的青霉素治疗；对孕中、晚
期，以及临产发现的梅毒感染孕产妇，

也要及时给予治疗。所有儿童出生时
即进行梅毒感染相关检测，及时发现
先天梅毒患儿。根据需要，为所生儿
童实施预防性青霉素治疗。对出生时
明确诊断的先天梅毒儿童及时给予规
范治疗，并上报先天梅毒感染信息；对
出生时不能明确诊断先天梅毒的儿
童，应定期检测和随访，以及时诊断或
排除先天梅毒；对随访过程中诊断的
先天梅毒儿童及时给予规范治疗并上
报先天梅毒感染信息。

在预防乙肝母婴传播干预服务方
面，《方案》要求，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
为乙肝感染孕产妇提供必要的实验室
检测和辅助检查。对乙肝感染孕产妇所
生儿童，按要求及时注射乙肝免疫球蛋
白，按照国家免疫程序接种乙肝疫苗。

《方案》提出，我省拟在试点地区
（海口、三亚、儋州）开展乙肝感染孕产
妇临床管理工作，为感染孕产妇提供
预防性抗病毒治疗，为乙肝免疫失败
的婴儿提供乙肝疫苗复种。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庄晓珊）5月 12
日，海南爱心扶贫网第27期销量排行
榜和订单排行榜公布，截至当天16
时，海南农垦、澄迈、陵水继续占据销
量排行榜前三名的位置。在订单排行
榜上，陵水本号镇电商扶贫中心的茶
树菇、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
生态大米、乐东春源子民种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哈密瓜，分别位居订单
排行榜上前三名。

上周的销售亮点不仅是陵水和
海口的扶贫农产品持续热卖，来自临
高的弘一方地瓜也卖“爆了”！5月6
日，临高弘一方地瓜上线今日头条

“山货上头条”平台，同时通过抖音等
平台加大推广，一经推出就受到网友
关注。5月6日至10日，5天时间里，
2万多件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纷纷
发往海南，活动累计销售地瓜总量达
15万多斤。

以郭斌为首的犯罪组织是典型
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同时具备
了我国《刑法》第294条第五款规定
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同时具备的
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
害性特征。

组织特征 该犯罪组织以郭斌为
组织者、领导者，陈垂汉、林丽莉、王
达权、庞运光为骨干成员，组织成员
较为稳定，人数多达20余人，层级明
显、稳定，且有一定的组织纪律和不
成文的内部规约；

经济特征 该犯罪组织通过强迫
交易、敲诈勒索、贩卖毒品、开设赌
场、强揽工程、替人追债等违法犯罪
活动，非法获利大约138万元，且部
分非法获利用于违法犯罪活动及维
护组织生存和发展；

行为特征 该犯罪组织在2013

年至 2017 年期间，有组织地实施
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
犯罪以及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
犯罪行为，为非作恶，欺压、残害
群众；

危害性特征 该犯罪组织通过
实施犯罪行为获取非法经济利益，
严重影响当地正常生活秩序和经
营活动，在一定区域内给百姓造成
恐慌。

郭斌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的组织者、领导者，不仅应对直接
实施的罪行承担刑事责任，还应对
该组织的全部罪行承担刑事责任，
陈垂汉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作用突出。因此，海南高院依法维
持海南一中院一审判处郭斌、陈垂
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限制减
刑的刑事判决。

2020年底，我省将实现全省产妇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率达到95%

艾滋病孕产妇将可获免费抗病毒治疗

海南爱心扶贫网第27期榜单出炉

临高地瓜
成抖音“爆款”

扫黑除恶，海南法院在行动

基本案情 案件评析

省高院评析郭斌等22人涉黑案

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同时具备“四个特征”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邓
海宁）吃榴莲、荔枝会被查出“酒
驾”？驾驶人又该如何应对？5月13
日上午，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进行
了实验，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当天上午，一名交警吃了一口榴
莲后，立即用酒精呼气检测仪进行检
测，显示结果为32毫克/100毫升，根
据“饮酒驾驶”标准，酒精含量超过
20毫克/100毫升即为酒后驾驶机动
车，但2分钟后，交警再次进行酒精
检测，这时检测结果变为0。

接下来，该交警又连续吃了四
五颗荔枝，这时检测仪显示测试结
果为26.7毫克/100毫升，同样属于
酒后驾驶机动车，在吃完荔枝3分钟
后，再进行测试，这时检测结果也变
为0。

据了解，果肉的糖分经无氧呼吸
后，就会产生乙醇（即酒精）和二氧化
碳。榴莲、荔枝因本身糖分含量较高，
从树上摘下来后，光合作用减少，内部细
胞缺氧，增加了无氧呼吸的速度，产生
乙醇和二氧化碳。因此，在吃完后立即

做酒精含量测试就会得到超标的结果。
海口交警表示，除榴莲、荔枝外，

蛋黄派、豆腐乳、酒酿圆子、藿香正气
水等食物和药品，吃后也可能被判

“酒驾”，但这些食物、药品的酒精量
比较少，只需稍作休息，口腔里的乙
醇就会散去。如果有驾驶人在食用
这些食品后遇到查酒驾，也不用着
急，跟交警说明情况后，在路边休息
5分钟，用清水漱口后再次检测，如
果还存在疑问，可申请进行血液检
验，不用担心“被酒驾”的情况出现。

本报嘉积5月13日电（记者袁
宇）“奔跑海南”2019环岛全民健跑
（琼海站）活动将于5月18日7时开
跑。5月1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活动
主办方获悉，本次活动现已进入最后
报名阶段，截至目前，剩余名额已不
多，欲报名参与活动的跑步爱好者需
尽快报名。

自5月 9日启动本次全民健跑
活动的报名通道后，引来各地跑步
爱好者踊跃报名，至5月13日18时
已有1829名跑步爱好者报名，其中
10公里组别的参赛人数已经报满，
目前仅剩3公里、5公里组别还有少
量名额。

据了解，本次全民健跑活动将根

据每位选手佩戴计时含芯片的号码
簿，通过统一的计时系统进行完赛计
时。最终每个人的完赛里程都会累
积进整体里程数中。同时，现场还有
赛事裁判，进行赛事监督。

在本次全民健跑活动中，除10
公里组前十名选手可获得现金奖励
外，每位完赛选手均可获得一枚纪念
奖牌。其中10公里组前10位选手由
志愿者在冲刺区授予奖牌，后续冲刺
的选手可凭号码牌在赛后控制区领

取纪念奖牌。
为了保证这次活动安全、顺利地

进行，比赛期间的比赛路线各段将设
置关门时间。关门时间过后，沿途志
愿者、安保人员将通知参赛选手，在
规定的关门时间内，未跑完对应距离
的参赛者应当立即停止比赛退出赛
道，以免发生危险。比赛关门时间
（以发令的枪声时间为准）如下：10公
里组为120分钟，5公里组为60分
钟，3公里组为30分钟。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朱厚清 王颖）郭斌等22人涉黑案是海南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挂牌督办的第1号案件。4月29日，该案在海
南省高院二审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结合该案案情，省高院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进行评析。

2012 年，被告人郭斌纠集闲散
人员混迹社会，实施违法行为。2013
年，郭斌纠集被告人陈垂汉、林杨敦、
王阳、吕德泽、王德军等人与其他恶
势力团伙斗殴，先后于 2013 年 4 月
24日、5月15日实施了“陈有岛被故
意 伤 害 案 ”“5·15 持 枪 故 意 伤 害
案”。郭斌等人被判刑服刑期间，被
告人林丽莉（郭斌的妻子）带领组织
成员被告人周孔、庞运光等人贩卖毒
品谋取非法利益，为在押的组织成员
定期缴纳生活费，维持组织的运转。
2015年1月郭斌刑满释放后，为壮大
组织势力，相继发展多人加入该组
织，成员达20余人。

自2013年以来，该组织以暴力、
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
行违法犯罪活动。共非法持有枪支
4支、管制刀具20余把，为组织实施

暴力活动提供保障。以非法手段控
制屯昌县屯城镇椰子批发生意，插
手民间纠纷、债务纠纷、砂石土方工
程，帮助“菜霸”垄断市场，在屯城镇
相关区域持枪、砍刀等凶器，肆意实
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贩卖毒品、
聚众斗殴、敲诈勒索、寻衅滋事、强迫
交易、非法拘禁、开设赌场、窝藏等犯
罪，造成1人死亡、6人轻伤的严重后
果，严重破坏了屯昌县经济、社会生
活秩序。

法院经审理，分别以组织、领
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 11 项罪名，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 8 项罪
名，判处郭斌、陈垂汉死刑，缓期 2
年执行，并限制减刑；其他组织成
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
至 20 年，并处相应的财产刑及剥夺
政治权利。

“奔跑海南”琼海站进入最后报名阶段
关注“奔跑海南”2019环岛全民健跑

吃榴莲吃荔枝真的会被测出酒驾
海口交警支招：休息5分钟，用清水漱口后再测即无事

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
排行榜（第二十七期）

海南爱心扶贫网订单
排行榜（第二十七期）

海南菜篮子价格快报
发布单位：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采价时间：2019年5月13日 单位:元/斤
商品名称
鲜猪肉
鲜猪肉
鲜羊肉
鲜牛肉
鸡肉
鸡蛋
带鱼
青椒
尖椒
芹菜
油菜

圆白菜
豆角
韭菜

西红柿
胡萝卜
土豆

大白菜
蒜苔
冬瓜
苦瓜

空心菜
地瓜叶

规格、等级
黑猪精瘦肉
黑猪肋条肉
新鲜带骨
新鲜去骨

白条鸡、开膛、上等
新鲜完整 鸡场蛋

冰鲜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未经处理，按把换算

农贸市场均价
19.75
13.00
56.30
59.66
15.77
6.50
23.97
5.13
5.14
5.28
3.65
2.54
5.10
4.15
5.05
3.10
2.78
2.46
6.08
2.63
4.85
3.24
2.68

日环比
4.61%
1.96%
-0.44%
2.70%
0.26%
-2.69%
1.66%
-1.72%
3.02%
0.30%
-2.26%
2.49%
3.22%
1.24%
4.49%
0.46%
0.58%
-3.22%
-4.35%
0.39%
0.29%
-0.49%
2.80%

海南省委政法委
牵头成立联合调查组
调查涉省高院副院长夫妇
网上反映有关问题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
王欣）针对近期网上反映“海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副院长夫妇屡被敲诈、威胁损失数亿元”

“高院副院长的家族产业：资产超 200 亿”等
问题。近日，省委政法委牵头，省纪委监委、省
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参加，成立联合调查组
依法依纪开展调查，相关事实查清后将向社会
公布。

调查组联系电话（每日8：00—20：00）：
0898—65355678、0898—65322803

备注：以上排名根据海南爱心扶
贫网数据进行统计，统计时间：2018
年10月16日至2019年5月12日

海口警方破获一起盗窃案

5间商铺被盗
行窃者是5名未成年人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韩燕）5月1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警方获
悉，5月12日凌晨滨江帝景小区商业街商铺盗
窃案已被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迅速破获，5
名未成年涉案嫌疑人于13日凌晨被琼山分局
飞鹰便衣警察大队队员抓获并移交辖区滨江派
出所进一步审查。

据了解，5月12日琼山分局接到报警称，在
海口市琼山区椰博路滨江帝景商业街的5间商
铺一夜之间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并被盗走店
内财物。琼山分局飞鹰便衣警察大队迅速开展
侦查工作，于5月13日凌晨在琼山区高登东街
一咖啡馆抓获4名涉嫌盗窃嫌疑人彭某某（男，
13岁，海口市人）、韦某某（男，12岁、海口市人）、
博某某（男，14岁，海口市人）、吴某某（男，11岁，
海口市人）。之后，又在琼山区一网吧内将涉案
嫌疑人叶某某（男，15岁，文昌人）抓获。5名涉
案嫌疑人已移交滨江派出所审查处理，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捷克籍游客被困车站
乐东铁警助其到酒店

本报抱由5月13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李
珂）“海南警察好样的！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不知
道怎样才能到达40多公里外的山上酒店。”5月9
日21时许，在海南环岛高铁黄流站警务室，一名
外籍男士紧握着民警的手，用英语向乐东车站派
出所民警表示感谢。

据了解，当天19时许，海南环岛高铁黄流站
值班员找到海口铁路公安处乐东站派出所民警，
说有一名外国游客下车后找他们求助，但因为语
言不通，无法交流。正休班的李警官得知情况后
立马赶到警务执勤室，用英语和这名外国游客进
行了简单交流。

原来，该名游客名叫托马斯，来自捷克，是清
华大学的一名客座教授。当天由于飞机晚点错过
了去尖峰岭的接驳车。由于语言不通，且携带大
量行李，他焦急万分。

李警官耐心与托马斯教授沟通，得知他的需
求后，立即联系酒店方和车辆，经过1个多小时协
调沟通，最后顺利将这名外籍游客送上前往酒店
的车。

海口5条公交线路
今起临时调整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徐
家启）因海口火车站站前广场北侧广铁公安局海
口公安处门前道路和江东大道与林海路交叉路口
施工影响，道路通行条件受限，公交车辆无法会车
或通行。5月14日起，海口公交集团将对35路、
37路、37路快、夜4路、207路5条公交线路进行
临时调整，待施工结束后，根据道路通行条件，公
交线路自行恢复。

调整后，公交线路首末班时间、票价均按原线
路标准执行。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5月12日12时-5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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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0

17

21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5月13日，在海南中学
高中部，警务实践教官向约
958名女学生们传授自我防
卫术。

当天，省人民警察高级
培训学校警官给海中学生进
行自我防卫知识的讲座和现
场技术培训，并现场通过解
脱技术、应对暴力攻击的方
法与技巧和综合侵害情景演
练来提升学生自我防卫的意
识，学习和掌握自我防卫的
技术。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姑娘们，
自我防卫学起来！

地区 金额（元）

海垦 6053057.34

澄迈 4882412.78

陵水 4494944.84

海口 3330104.42

白沙 2443728.74

定安 2331219.79

乐东 2229358.94

临高 1926708.51

万宁 1099617.71

保亭 1062519.85

商品名称、累计销售量（件）

「陵水」本号镇电商扶贫中心的

茶树菇 8706

「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

生态大米 8550

「乐东」春源子民种养殖农民合作社的

哈密瓜 7462

「乐东」海南顶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

农家鸡蛋 5295

「白沙」富涵家禽专业合作社的

虫草鸡蛋 4537

「三亚」育才生态区的

扶贫百香果 4261

「海垦」南金农场公司的

扶贫南海茶 3748

「澄迈」沙土甘薯地瓜合作社的

桥头地瓜 3573

「海垦」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的

母山咖啡 2406

「陵水」澄迈慧牛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牛肉 2161

制图/杨薇

吃榴莲、荔枝也会吹出
酒驾？海口交警实测
结果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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