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制时间：
11月15日至17日

每天
17：00—23：30

长滨一街
长滨二街
长滨三街

长滨四街
长滨五街
长滨一路

长滨二路
长滨三路
长海路

长滨路与滨海大道交叉口至长滨路与
海秀快速路下匝道交叉口

本报海口11月13日讯（记者
邓海宁）因华晨宇2019火星演唱会
将于11月15日至17日在五源河体
育场举行，为确保交通安全畅通，依
据相关规定，届时海口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将对五源河体育场周边路段
适时实施交通管制。

交警建议,管制期间经海秀快
速路前往长流方向的车辆从长天路
匝道口或长彤路匝道口驶出，选择
海榆西线、南海大道绕行；由海口市
区前往滨海大道西沿线方向的车
辆，可选择南海大道、海榆西线、粤
海大道绕行。

管
制
路
段

华晨宇演唱会15日至17日在海口五源河体育场举行

注意了！这些路段将实施交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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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严厉打击
虚开骗税行为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赵娜）海南省税
务局近日联合相关部门召开的打击虚开发票、骗
取退税违法犯罪两年专项行动工作推进会议透
露，自去年8月以来，我省共查处虚开增值税发票
6.01万份，涉及发票金额100.03亿元，打骗挽损
税额2015.39万元。

据了解，全国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两年专
项行动工作启动1年多来，海南省税务、公安、海
关、人民银行和国家税务总局驻广州特派办认真
贯彻工作要求，精准严厉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
行为，初步遏制了虚开骗税猖獗势头，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

全省共检查涉嫌虚开骗税企业1787户，查处
虚开增值税发票 6.01 万份，涉及发票金额
100.03 亿元，税额 11.25 亿元，打骗挽损税额
2015.39万元。警税联合出动1033人次，共对6
个虚开团伙实施抓捕，打掉虚开发票窝点11个，
抓捕犯罪嫌疑人244名，另外有53名犯罪嫌疑人
主动投案自首。

下一阶段，省税务局等部门将积极争取地
方支持，进一步建立健全专项工作的联合机
制，统筹部门优势资源，推进联合执法，探索部
门协作机制的新思路、新方法；深入做好联合
惩戒部门间信息推送、结果反馈和成果应用等
工作，形成内外合力，切实提升联合惩戒工作
的打击效力。

转变“等靠要”思想，琼中什插村最后3户贫困户成功“摘帽”

不当“伸手户”抱团“发羊财”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 陈欢欢

将一茬刚刚收割的新鲜牧草投入
食槽后，16只黑山羊迅速围拢，11月
12日中午时分，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吊罗山乡什插村的一片山坡上，村
民王启专正忙着照料圈里的羊群，“这
几天轮到我来养，你看这小羊崽，长得
可快了。”

因妻子患有二级残疾，孩子出生
不久又得了肺炎，王启专一家于2018
年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家里等钱
用，可种下的槟榔迟迟不结果，那时候

觉得日子真是没奔头。”王启专说，村
里和他同一批被纳入贫困户的，还有
林天周、林天武两家，或因病致贫，或
家中缺少劳动力。

申请医疗救助、通过公益性岗位
实现“家门口”就业……在帮扶干部的
努力下，3家人眼前的困难很快得到
解决，却依旧未能形成稳定长效的脱
贫机制。眼看其他贫困户相继“摘
帽”，他们成为什插村仅剩的3户贫困
户，王启专、林天周和林天武渐渐觉得
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林队长，要不再给我们送点羊崽

吧？”3家人聚在一起互相打气，渐渐
萌生出抱团养羊的念头。可令人意外
的是，这一次伸手要帮扶物资的他们，
却遭到了果断拒绝。

“主动要求发展产业是好事，但千
万不能把他们惯成了‘伸手户’。”什插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林小煌心里清
楚，要想真正拔掉“穷根”，必须扭转他
们“等靠要”的思想。村里开展环境卫
生综合整治行动时，林小煌赶紧叫上
王启专、林天周和林天武，要求他们参
与到义务劳动中。

尽管并不清楚帮扶干部“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王启专等人还是拿起
了扫帚，将村道打扫得干干净净。从
上门“请”到主动扫，就这样过了几周

后，帮扶干部突然把他们叫到了一起，
“要我们资助羊崽也可以，但你们必须
先自己建好羊舍。”

一段时间的义务劳动下来，王启
专等人的精神面貌早已悄然发生变
化。面对这一要求，他们爽快应承。

找来木头和竹子，王启专等人在
橡胶林里圈出一块地，围栏、搭棚，一
钉一锤地建起一处小规模的羊舍。
很快，信守承诺的帮扶干部为他们送
来11只母羊和1只公羊。同时送来
的，还有3份承诺书——要求他们承
诺抱团发展，不随意宰杀、出售，争取
继续扩大黑山羊养殖规模。

没有半点犹豫，王启专、林天周和
林天武便在承诺书上签了名，摁了手

印。将羊群牵回栏舍，王启专等人将
小家伙们团团围住笑眯了眼，争着割
牧草、打扫羊圈。他们决定每人轮流
养5天，轮休的人则趁着空闲时间去
上养殖技术培训课。

“前不久，母羊产下了4只小羊
崽，这下咱们的产业可算是越做越大
了。”林天武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经过
评议、公示与公告，他们的各项指标于
今年10月底达到脱贫标准，顺利摘下

“穷帽子”。
至此，什插村终于实现“零贫困

户”的目标，而对于王启专、林天周和
林天武三家人而言，“发羊财”的好日
子才刚刚开始。

（本报营根11月13日电）

5省份21名贫困家庭儿童
来琼接受孤独症康复训练

本报海口11月 13日讯 （记者良子）11月
12 日，第三期“集善扶贫健康行——红旗·孤
独症儿童康复训练营”在位于海口市的中国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孤独症儿童（南方）康复基地
举行。

该训练营项目是国家制定的西部12省 14
个连片贫困地区的孤独症儿童救助项目，由中国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共同主办，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孤独症儿童
（南方）康复基地承办。这是该基地自2018年5
月份成立以来，第三次承接此项目。

据悉，此次参营的孤独症孩子共21名，分别
来自云南、宁夏、山西、吉林、海南。这些孩子将
在该基地进行为期3个月的康复训练，接受科学
规范的常规康复课程与因人制宜设置的个训课
程、音乐课、马术训练等。在训练营期间，基地还
将组织参营家庭亲近大自然，为孤独症儿童提供
亲近自然、融入社会的平台。

5公里：以文昌市文府路波溪丽亚
湾旁为起点，途经高隆路到达旅游
大道折返，回到文城镇文府路

10公里：以文城镇文府路波溪
丽亚湾旁为起点，经过高隆路到
达旅游大道折返，途经高隆大道
南段，再到高隆大道平海美龄湾
旁折返，最后回到文城镇文府路

本报文城 11月 13日电 （记者
李佳飞）11 月 13 日，2019“奔跑海
南”环岛全民健跑（文昌站）活动线路
公布。海南日报记者从活动组委会
获悉，有意参加活动者可登录“海报
文 体 ”官 方 网 站（http：//hndaily.
saihuitong.com）报名，或通过“奔跑
海南融媒平台”微信公众号报名。线
上报名不成功或团队大量报名的可
通过线下填写报名表进行报名。

“奔跑海南”
文昌站线路公布

本报海口11月13日讯（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胡若兰）海南日报记者
11月13日从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税
务局获悉，海口税务微信公众号开通
了增量房（一手房）微信申报、网上银
联快捷缴款功能，并将全面推广这一
智能化办税服务。这意味着，在海口
购置新房的纳税人可以通过微信便
捷缴税了。

据介绍，增量房微信申报网上缴
税系统是面向纳税人的一款移动互
联网应用，纳税人可通过微信端实现
房屋（住宅和非住宅）交易契税、印花
税自助申报和网上银联快捷缴款。

其业务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纳
税人已购买并使用居民身份证在住
建部门网签备案且审批通过的住
宅、非住宅类房屋（增量房），可通过

微信办理契税、印花税申报及网上
银联快捷缴款。

纳税人可关注“海口税务”微信公
众号，选择“椰城办税”，弹出菜单栏点
击“一手房办税”，即可进入增量房（一
手房）交易申报网上缴税主界面。

今后，海口纳税人已购买并使用
居民身份证在住建部门网签备案且
审批通过的住宅、非住宅类房屋（增

量房），均可通过微信办理契税、印花
税申报及网上银联快捷缴款。

海口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增量房微信申报缴税的实现，使
得纳税人办理增量房交易涉税事项
实现了申报无纸化、审核无纸化、开
具过户证明无纸化，真正打造“全渠
道、零距离、全天候”的全流程移动
互联办税平台。

更方便！海口买新房可微信缴税关注“奔跑海南”
环岛全民健跑（文昌站）

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

专题 关注海南检察工作亮点（二）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陈奕霖 美编：杨薇

今年以来，海南检察机关坚持改革创新、勇创一流，各项检察业务取得长足进步——

做优做强做实做好“四大检察”亮点多
服务大局，为民司法

依法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
犯罪。1月至10月，全省检察机关
共批准逮捕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秩序类犯罪嫌疑人528人，决定
起诉428人，与2018年同期相比分
别上升1.2倍、40.3%。批捕、起诉
上升幅度均高于总体刑事犯罪。
共批捕影响非公经济发展相关案
件犯罪嫌疑人109人，起诉323人，
同比分别上升73%和4.1倍。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1月至10月，全省检察机关共
受理审查逮捕黑恶犯罪嫌疑人
1119人，同比上升89%，批准和决
定逮捕1177人，同比上升1.3倍。
其中，批捕黑恶势力“保护伞”19
人，同比上升3.8倍；受理审查起诉
黑恶犯罪 1695 人，同比上升 2.8
倍，提起公诉1126人，同比上升4.8
倍，其中起诉黑恶势力“保护伞”12
人，同比上升2倍。

从打击黑恶犯罪重点来看，发
案量最多的领域是“菜霸”等欺行
霸市类黑恶犯罪，批捕314人，占
26.7%；起诉460人，占40.9%。其
他依次为：批捕强揽工程类黑恶犯
罪262人，起诉410人；批捕非法高
利放贷类黑恶犯罪 249 人，起诉
279人；批捕操纵经营“黄赌毒”类
黑恶犯罪228人，起诉303人；批捕
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类黑
恶犯罪214人，起诉118人。

积极参加禁毒三年大会战。
全省检察机关综合运用预防、打击
等手段，与各相关机关形成工作合
力，持续有效遏制了毒品犯罪高发
态势。涉毒犯罪案件和人数与去
年同期相比有了明显的下降。1月
至10月，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
逮捕毒品类犯罪嫌疑人2428人，
同比下降22.5%，批准、决定逮捕
2159人，同比下降24.9%。共受理
审查起诉毒品类犯罪嫌疑人2489

人，同比下降25.9%，起诉2346人，
同比下降25.7%。起诉走私、贩卖、
运输、制造毒品2226人，同比下降
25.3%，占起诉毒品类犯罪总人数
的94.9%；容留他人吸毒106人，占
4.5%，同比下降27.4%。

精准服务和保障民生。1月
至10月，全省检察机关对制售有
毒有害食品、假药劣药等犯罪，批
捕59人，起诉21人；对校园欺凌
暴力犯罪，批捕13人，起诉9人；
对侵害农村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犯
罪，批捕27人，起诉7人；对侵害
老年人合法权益犯罪，批捕 100
人，起诉428人；对侵害残疾人合
法权益犯罪，批捕20人，起诉28
人；对强奸、拐卖、强制猥亵、强迫
卖淫等侵害妇女人身权益犯罪，
批捕218人，起诉155人；对侵害
进城务工农民合法权益犯罪，批
捕64人，起诉94人；对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犯罪，批捕 14人，起诉
26人。共批准逮捕破坏环境资源
类犯罪439人，起诉525人，同比
分别上升2.3倍、12.2%。

1月至10月，全省检察机关提
起国家司法救助143件，同比上升
12.6%，实际救助人数152人，同比
上升10.1%。对贫困户、刑事被害
人的未成年近亲属、残疾人、军人
军属等其他当事人，共开展救助33
人，同比上升65%。

“四大检察”，全面发展

今年来，全省各级检察机关牢
牢把握法律监督主责主业，推动刑
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
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

做优刑事检察业务——
1月至10月，全省检察机关共

批准和决定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
10108人，同比上升25.5%，不批准
和不予决定逮捕2229人，同比上
升13.7%，不捕率为18.1%。

共办结审查起诉刑事案件

14475 人 ，占 需 要 办 理 人 数 的
82.4%。其中，提起公诉 11356
人，同比上升 5.6%，不起诉 1132
人（含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满后
不起诉），同比上升8.5%，不起诉
率为9.1%。

对未成年人犯罪，共批准逮捕
534人，同比上升11%，不批准逮捕
241人，同比上升60.7%；不捕率为
31.1%，比总体刑事犯罪不捕率高
13个百分点。提起公诉519人，同
比下降5.1%，不起诉184人，同比
下降4.2%，不起诉率为26.2%，比
总体刑事犯罪不诉率高17.1个百
分点。同期，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
犯罪，批准逮捕577人，提起公诉
849 人，同比分别上升 34.2%、
54.1%。

对刑事执行监督提出纠正意
见1077件。其中，对犯罪嫌疑人
羁押必要性提出建议645人，同比
上升10.4%；对超期羁押书面提出
纠正 5人，同比上升 66.7%；对减
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书面
提出纠正295人，同比上升17.1%；
对刑罚监管活动违法，书面提出纠
正71人，同比上升22.4%；对监外
执行活动履职不当，书面提出纠正
40人，同比下降7%；对财产刑执行
不当，书面提出纠正21件，同比上
升2.5倍。

对司法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立
案侦查13人，起诉6人。

在不批准和不予决定逮捕案
件中，因证据不足不捕1047人，同
比上升 22.2%，占不捕总人数的
47%；不构成犯罪不捕176人，同比
下降1.1%，占7.9%；无社会危险性
不捕 956 人，同比上升 5.9%，占
4.3%。

同期，在不起诉案件中，因证
据不足不起诉案件占比相应下
降。1月至10月，因证据不足不起
诉227人，同比下降3.8%，占不诉
总人数的 21.2%；法定不起诉 40
人，同比下降13%，占不诉总人数

的3.7%；情节轻微不起诉802人，
同比上升14.6%，占不诉总人数的
75%。

做强民事检察业务——
1月至 10 月，全省检察机关

对民事判决、裁定、调解共提出
抗诉 22 件，同比上升 83.3%，占
审结数的4.3%，法院裁定再审22
件，占同期提出抗诉数的100%；
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1件，法院裁
定再审1件。

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提
出检察建议32件，同比上升2.6倍，
法院采纳检察建议31件。

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提
出 检 察 建 议 30 件 ，同 比 上 升
30.4%，法院采纳检察建议27件。

做实行政检察业务——
1月至10月，全省检察机关共

受理对行政判决、裁定、调解监督
案件91件，同比上升1.8倍，审结
89件，同比上升2.7倍。其中提出
再审检察建议2件，均被法院采纳。

受理对行政审判活动监督案
件4件，同比上升3倍，已全部审
结。其中提出检察建议3件，法院
采纳3件。

受理对行政执行活动监督案
件38件，同比上升4.4倍，审结33
件，同比上升4.5倍。其中提出检
察建议28件，同比上升4.6倍，法院
采纳检察建议16件，同比上升2.2
倍，占同期提出数的57.1%。

做好公益诉讼检察业务——
1月至10月，全省检察机关公

益诉讼立案922件，同比上升1.4
倍。采取诉前程序848件，同比上
升2.5倍，其中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领域727件，占85.7%；食品药品
安全领域71件，占8.4%；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领域7件，占0.8%；国
有财产保护领域4件，占0.5%；英
雄烈士名誉荣誉保护领域1件，占
0.1%。提起公益诉讼3件。

通过办案共收回被损毁国有
林地223.286亩；收回各级集体林

地中生态公益林68.35亩；督促地
方政府完成林地清收还林任务960
亩；挽回、复垦被非法改变用途和
占用的耕地252.237亩；督促治理、
恢复被污染水源地面积110924.7
亩，清理污染和非法占用的河道
2.45 公里，清理被污染水域面积
12.074亩。保护被污染土壤18.2
亩，督促清除处理违法堆放的各类
生活垃圾358.3吨，督促回收和清
理生产类固体废物40吨。

督促查处销售假冒伪劣食品8
公斤，价值1万元。督促查处销售
假药和走私药品3种。

以上率下，成效凸显

今年来，全省各级检察院入员
额（检察官）的院领导办案类型日
益丰富。1月至10月，全省检察机
关入员额院领导共办理案件3531
件，其中各级院检察长办理的案件
占11.7%，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
职委员及其他入员额院领导干部
办理的案件占88.3%，所办案件涵
盖侦查监督、公诉、刑事执行检察、
职务犯罪侦查、民事检察、行政检
察、公益诉讼检察、未成年人犯罪
检察、控告检察、刑事申诉检察等
主要检察业务。

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会议已成常态。1月至10月，
全省各级检察院检察长及受检察
长委托的其他院领导共列席各级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95人次，
同比上升20.3%。其中，市县区检
察院51人次，同比上升50%；地级
分市检察院 34 人次，同比上升
6.2%；省检察院10人次，同比下降
23.1%。检察长列席42人次，同比
上 升 61.5% ，占 列 席 总 人 次 的
44.2%，同比增加11.3个百分点；其
他院领导列席53人次，与去年同期
持平，占列席总人次的55.8%，同比
下降11.3个百分点。

（撰文/江城）

11月13日，海南省检察院向社会发布今年1月至10
月全省各项检察院业务数据，显示我省检察工作取得了
长足进步。在省委、省政府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坚强领
导下，海南检察机关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按照改革
创新、勇创一流，宽严相济、公正高效，忠诚担当、廉洁奉
公的“三大理念”，聚焦法律监督职责，改革创新、勇创一
流，为建设美好新海南、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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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至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