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9280起

侦办公安部和省级毒品目标案件139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11815名

缴获毒品10.21吨

截至
目前

强制隔离戒毒15998人次

收戒病残吸毒人员5224名

戒断三年未发现复吸人员达到4204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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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金昌波

蔡某某贩卖毒品案是澄迈县检
察院审查起诉的一起涉毒案，2019
年 2月 12日受理，14日起诉至法
院，审结用时仅2天。最终，澄迈
法院全部认定检察机关指控的事
实和罪名，采纳量刑建议，一审判
处蔡某某有期徒刑1年5个月并处
罚金5000元。

像这宗案件一样，今年以来，澄
迈县检察院一半以上毒品犯罪案件
适用速裁程序，毒品案件平均办案
用时不到11天，速裁程序庭审平均
用时3至5分钟，使被告人获得迅速
审判。

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
海南检察机关严格落实“宽严相济、
公正高效”理念，依法从严从快打击
毒品犯罪。如何体现“快”的要求？
关键要在办案模式上进行创新。

正是看到这一关键，全省检察
机关积极建立和健全毒品犯罪案件
速裁程序、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相
互衔接的多层次诉讼体系，完善认
罪认罚从宽办理机制，推动毒品犯
罪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
道机制的落实。数据显示，今年以
来全省检察机关办理公诉案件平均
用时 42.8 天，办案效率同比提高
11.2个百分点。

在办案效率上体现一个“快”
字，在法律监督上，海南检察机关则
要求一个“严”字。禁毒三年大会战
开展以来，我省检察机关加大对毒
品案件的法律监督力度，强化立案
监督和追诉工作，对重大毒品案件
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绝不让任何一
名毒品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如,临高县检察院在审查起
诉王某勇容留他人吸毒罪一案
时，发现王某勇还涉嫌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犯罪，在引导公安机
关进行细致周密的侦查取证后，
成功追诉了该名犯罪嫌疑人的遗
漏犯罪事实。

据了解,去年以来，我省检察机
关批捕起诉的毒品犯罪案件数量呈
下降趋势，毒品犯罪高发势头得到
遏制，2018年、2019年批捕人数同
比分别下降23.8%、27.9%，起诉人
数同比分别下降8.7%、34.7%。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

我省检察机关推行
毒品犯罪案件速裁程序

今年公诉案件
平均用时42.8天
办案效率同比提高11.2%

掀起禁毒新高潮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 李婷

“因为毒品，这么多年来我一直
被困在吸毒与戒毒的‘牢笼’里，没了
生活，无法摆脱，看不见未来。”6月
25日上午，在丁芳的柔声引导和劝
慰下，一位陈姓戒毒人员不仅轻声说
出了自己的悔恨与恐惧、焦虑与迷
茫，也愈加明白戒掉毒品唯有靠自
己。

丁芳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也是
“妈妈训教团”成员之一。当天上
午，由省妇联统一安排，海口市妇联
组织“妈妈训教团”来到海口市罗牛
山强制隔离戒毒所，10多位基层妇
女工作者、心理咨询师和巾帼志愿

者面对面帮助戒毒人员疏导心理压
力，用柔声劝诫唤起大家的戒毒动
力，鼓励他们认真改造自己、重塑崭
新人生。

今年是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收
官之年，紧扣“6·26”国际禁毒日这
一重要节点，省妇联动员全省各级
妇联组织依托“妈妈训教团”、巾帼
禁毒志愿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健
康人生，绿色无毒，巾帼在行动”禁
毒活动，推动毒品预防教育和戒毒
帮教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
校、进监所、进企业，压实禁毒“严
教”工程。

“妈妈训教团”是一支公益团
队，共吸引19支队伍约3200名成

员加入进来。他们中有机关女干
部、妇女工作者、女企业家，还有心
理咨询师、律师、法官、演员、12345
热线员，在全省各级妇联组织的引
领下，“妈妈训教团”、巾帼志愿者
在海南省禁毒重点整治、禁毒三年
大会战等行动中默默奉献着独特
力量。

“遇到苦难时，大家难免会想
到妈妈。‘妈妈训教团’成员作为志
愿者，就可以通过‘妈妈’‘姐姐’的
形象，给予戒毒人员母亲般的温暖
关怀和细心呵护，使他们放松舒
适，重拾信心。”省妇联有关负责人
介绍。

在与“妈妈训教团”成员交流

时，海口市罗牛山强制隔离戒毒所
一位符姓戒毒人员始终面带微笑，

“年轻的‘妈妈’很温柔，她愿意听我
们说话、和我们聊天，给了我们温
暖，也给我们指明了方向。”这位戒
毒人员说。

据了解，结合“6·26”国际禁毒
日、禁毒宣传月等重要节点，全省各
级妇联每年都要组织开展各种形式
的禁毒宣传活动，不定期组织“妈妈
训教团”走家串户，了解农村留守儿
童、外出务工青年和辍学、失学、失
业、失管青少年等重点群体的毒品预
防教育情况，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
展走访教育。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

省妇联依托“妈妈训教团”等开展禁毒“严教”工作

“妈妈”柔声劝诫 唤起戒毒动力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邢君怡 黄金） 6月25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禁毒委员会
办公室获悉，我省现有吸毒人员占比
目前已降至4.2‰，预计2019年底前，
在海南禁毒三年大会战收官之时，将
实现现有吸毒人员占总人口比例控

制在4‰以内的大会战既定总目标。
据了解，自2016年开展禁毒三年

大会战以来，在国家禁毒委和省委省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持之以恒开
展禁毒人民战争，锲而不舍推进毒品
问题治理，推动海南禁毒工作取得了
历史性跨越。海南禁毒工作2016年

位列全国第12名，2017年位列全国第
5名，到2018年则晋升全国前3名。
这是一组饱含全省禁毒战线人员心
血的数字，截至目前，全省共破获毒
品犯罪案件9280起，侦办公安部和
省级毒品目标案件139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 11815 名，缴获毒品 10.21

吨。强制隔离戒毒15998人次，收
戒病残吸毒人员5224名，戒断三年
未发现复吸人员达到42044名。全
省共有 2000余所学校 100多万名
学生接受禁毒教育，2018年全省新
发现吸毒人员同比下降68.2%。海
南省财政投入禁毒和戒毒经费达

28.8亿元。
经过两年多来全省上下凝心聚

力、攻坚克难，海南省吸毒群体大
幅减少，毒品消费市场逐步萎缩，
毒品蔓延态势得到遏制，初步实现
了“控增量、减存量、精准管、稳复
吸”的目标。

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我省禁毒工作实现新跨越

现有吸毒人员占比降至4.2‰
预计年内实现4‰以内总目标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刘佳）6月25日上午，海
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
审理由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提
起公诉的五指山市陈某光等61人涉
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及
故意杀人一案。

检察机关指控该团伙涉嫌犯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
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聚众斗殴罪，

寻衅滋事罪，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
毒罪，教唆他人吸毒罪，敲诈勒索罪，
开设赌场罪，强迫交易罪，串通投标
罪，非法采矿罪，容留、介绍卖淫罪等
14项罪名。

据检察机关指控，20世纪90年
代，被告人陈某光带领谢某成、黄某
章、王某平等人长期混迹于五指山市
烟酒公司附近的赌场，并在烟酒公司
一带为非作恶，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被
当地群众称之为“烟酒帮”。

为争夺势力范围，“烟酒帮”经常
与五指山市“古惑仔帮”“黑鬼帮”等

其他帮派打架斗殴，逞强斗狠，称霸
一方，逐步在五指山市树立非法权
威。2003年，陈某光凭借其在团伙
中的威望，逐步确立了领导地位。
2006年6月，陈某光亲自指挥策划了

“6·5故意杀人案”，从此在“黑道”立
威。该组织又继续网罗在校学生、刑
满释放和社会闲散人员加入该组织，
并实施了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
滋事、敲诈勒索、贩卖毒品等一系列
违法犯罪活动。

自2013年下半年起，陈某光领导
的“烟酒帮”为进一步壮大组织势力，

与被告人李某密切联系，以同学友情
为纽带，以李某的经济实体为依托，依
附于李某赚取非法经济利益，也为李
某的生意提供非法保护。李某借助陈
某光“烟酒帮”的黑恶势力，亲自或者
通过指使陈某光及其他“烟酒帮”成员
实施了串通投标、强迫交易、敲诈勒索
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逐步垄断了
五指山市的砂、石、混凝土市场，并将
名下的娱乐会所做大，攫取了巨额非
法利益，为该组织提供了主要的经济
支持。

该组织层级分明、骨干成员固

定、人数多达60余人、势力庞大。在
五指山市，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非法获利共计约 6489.4 万元人民
币。此外，该组织在五指山市区长期
贩卖毒品，获利全部用于组织成员生
活开支。该组织有组织地实施一系
列违法犯罪活动，共致1人死亡，5人
轻伤、5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在一
定区域和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和重
大影响，严重破坏了五指山市经济秩
序和社会生活秩序。

由于该案涉案人数较多，案情复
杂重大，预计庭审将持续10天。

五指山市陈某光等61人涉黑犯罪案公开审理

涉嫌14项罪名 非法获利近6500万元
扫黑除恶进行时

我省法院集中宣判一批毒品犯罪案

海口

6月25日上午，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在海秀镇水头村对3宗涉毒犯罪案件进行
集中公开宣判，水头村200余名村民到场旁
听。

经查，2018年9月，被告人李某联系被
告人冯某购买50包毒品“开心粉”。9月28
日下午，冯某向被告人吴某求购毒品摇头丸
100粒。后冯某在其住处将交易所得的摇
头丸碾碎，混合头痛药阿咖酚散、优乐美奶
茶粉等制作成“开心粉”，准备第二天将“开
心粉”贩卖给李某。9月29日9时许，冯某
携带毒品出门时，被民警当场抓获，当场缴
获“开心粉”53包。同日，民警从冯某上家
吴某的天台、厨房、卧室等处查获一批毒
品。之后，冯某协助民警将准备与自己交易
的李某当场抓获。

经审理，法院认为3名被告人的行为均
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判处冯某有期徒刑12
年，并处罚金4万元；判处吴某有期徒刑12
年，并处罚金4万元；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0
年，并处罚金3万元。

当天还对另外2宗涉毒犯罪案件的4名
被告人进行了宣判。当天公开宣判的7名被
告人行为均构成贩卖毒品罪。7名被告人被
处11个月至1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亚

6月24日，三亚市中级人民
法院、城郊人民法院在吉阳区政
府集中对9起毒品犯罪案件进行
公开宣判，颜某等5名被告人分
别因贩卖毒品罪、运输毒品罪等
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至15
年不等。

22岁的颜某，帮助“朋友”代
购毒品，只为了极其微小的利润，
便把自己送进了监狱；27岁的毕
某，大专学历，年轻漂亮却无心工
作，贩卖“开心粉”，被依法判处有
期徒刑；黄某、麦某多次被强制隔
离戒毒，却依然不知悔改，继续以
贩养吸，三十而立的大好年华却
被毒品夺去了美丽容颜；符某戒
毒所里毒瘾发作，让同仓人员王
某帮忙带毒进戒毒所，徐某与王
某谋划好后，竟将毒品与手机捆
绑后扔进禁毒所围墙内，徐某一
审被判处有期徒刑 4 年 8 个月
……一个个真实的案例，再次彰
显了吸毒贩毒害人害己的本质，
教育和警示广大群众: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定安

6月24日，为更好地向
青少年学生开展普法宣传，
定安县人民法院在新竹中学
校园内临时搭建了审判现
场，审判王某贩卖毒品一案。

经查，2019 年 2 月某
日，被告人王某与吸毒人员
叶某约定，由王某帮叶某购
买1200元毒品海洛因，购
买到毒品后，叶某分一部分
毒品给王某作为报酬。王
某收取毒资后购买到价值
500元的毒品，并将剩余的
700元收入囊中。买到毒
品后，王某返回黄某的出租
屋将毒品交给叶某。叶某
从购买到的毒品中取出小
部分交给王某后离开。接
着王某和黄某在出租屋内
共同吸食完毒品。

经过法庭调查、举证、
质证、法庭辩论、被告人最
后陈述等环节，最终法院当
庭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年8
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万宁

6月2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
万宁市人民法院获悉，该院日前
对4起毒品犯罪案件进行了集中
宣判，施某波等6名被告人分别
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
年8个月至1年4个月不等，并处
罚金1万元至5000元不等。

经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
施某波、温某强、黄某武、杨某
明、黄某龙、高某海明知是毒品
依旧非法向他人贩卖，其行为
均构成贩卖毒品罪，被处以上
述判罚。

宣判活动邀请了万宁市大
茂镇中学师生、大茂镇龙尾村
群众等约140人参与旁听，借
助宣判活动进行普法教育。

万宁市人民法院相关负
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次集中
宣判，让更多的群众了解毒品
的危害，正确认识法律，防范
毒品，筑牢拒绝毒品的思想防
线，共同建设无毒家园，为万
宁市打赢禁毒三年大会战提
供助力。

以网络直播畅通销路

海南首届农产品
淘宝直播商家大会举行

本报定城6月25日电（记者郭萃）6月25日
下午，海南首届农产品淘宝直播商家大会暨海南
电商产品对接分享会在定安县南国健康产业园举
行。300多名海南电商企业家、淘宝直播平台负
责人共话淘宝直播运营发展之路，为海南农产品
销售建言献策。

作为全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海南每年
有近1000万吨的生鲜农产品运输出岛，其中瓜果
蔬菜高达600多万吨。但物流不畅、市场信息不
对称是海南许多种植户的痛点。很多农产品因为
缺乏销路烂在田间地头，给农户带来了巨大的经
济损失。

“淘宝直播无疑将为海南农副产品打开销路，
将产品直接面对全国数以亿计的淘宝用户，市场
价值是非常大的。”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直播运营模式值得在海南农产品销售中进
行推广。

据了解，目前南国健康产业园打造的直播运
营中心已正式开放，通过该中心可以将海南原有
分散的商家资源、基地资源进行全面整合，通过联
合淘宝官方活动和日常的直播活动，将海南优质
产品销往全国。

本次活动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省商务
厅指导，海南南国企业集团、海南省旅游商品与装
备协会、海口市电子商务协会、海南南海网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和海南爱心扶贫网联合主办。

多方联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三亚成立旅游酒店业
人才创新培养平台

本报三亚6月25日电（记者徐慧玲）探索国
际旅游与酒店人才培养模式，三亚又有新举措。
6月25日，三亚旅游酒店业人才创新培养平台在
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学院成立。

该平台是由三亚市旅文局指导，三亚市旅游
行业协会联合会牵头，联动有关行业协会、高校、
企业等共同打造的集交流、合作、创新及职业化人
才培养为一体的国际化合作、分享平台，旨在促进
海南国际旅游酒店业人才梯队的培养与储备，服
务于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据悉，该平台通过在三亚中瑞酒店管理职业
学院设立三亚国际旅游与酒店管理服务标准化体
系研究及人才培养基地，将整合国内外行业资源
组建“国际旅游与酒店管理标准化服务体系认证
与研究中心”，通过引进、研究及联合开发国际通
行标准化服务体系，为三亚国际旅游服务标准化
体系搭建提供支持。并与区域内涉旅行业协会、
高校、旅游企业等机构联动、联建三亚旅游酒店业
人才创新培养平台，助力三亚旅游从业人才素质
提升。

同时，三亚中瑞旅游酒店管理职业学院将依
托院校优势搭建“旅游行业经理人职业发展研究
学院”，定期举办“职业经理人大讲堂”和“职业素
养大讲堂”等活动，探讨和分享在行业规范管理和
规范服务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助力三亚旅游行业
国际化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级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
与人才储备。

海口龙华区3所公办幼儿园
拟招新生243名
网申时间截至本月30日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计思佳）6月25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龙华区教育局获悉，今
年海口市龙华区3所城区公办幼儿园预计共招生
243名新生，其中海南省农垦总局机关幼儿园小
班预计招生92名，海口市秀峰幼儿园小班预计招
生82名，海口市滨涯幼儿园小班预计招生69名。

3所幼儿园均采取“网上申请、电脑摇号、资
格审查、体检合格”的方式进行新生招录，网上申
请名额的时间均为6月24日8：00至6月30日
17：00。农垦机关幼儿园电脑摇号的时间为7月
6日上午9：00，资格审查时间为7月10日上午9：
00至12：00；秀峰幼儿园电脑摇号时间为7月7
日，资格审查时间为7月10日；滨涯幼儿园电脑
摇号时间为7月6日至7月10日，资格审查时间
为7月11日上午。

3所公办幼儿园2019年秋季招生具体安排
已发布在幼儿园官方公众号，感兴趣的家长可以
登录了解。

我省油价今日起再次下调

92号汽油最高7.77元/升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原中倩）根据国

家发展改革委官网新闻发布中心6月25日公布
的国内成品油价格调价信息，国内汽、柴油价格
（标准品）每吨分别降低120元和115元。省发展
改革委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调整我省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自2019年6月26日零时
起执行。

调整后，我省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为：89号
汽油7.18元/升，92号汽油7.77元/升，95号汽油
8.25元/升，0号柴油6.37元/升，每升分别下调
0.09元、0.10元、0.10 元和0.10元。

根据油气价格联动的有关规定，我省车用压
缩天然气销售价格从4.67元/立方米（等值换算
为6.49元/公斤）调整为4.60元/立方米（等值换
算为6.39元/公斤）。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袁宇 邓海宁 徐慧玲）我省法院近期集中宣判一批毒品犯罪案，用一个个真实的案例，
再次教育和警示广大群众: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