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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您可以拿这件旗袍上身看看，
我们的黎锦服饰全都是纯手工织成的。”
在五指山展馆的黎锦展示摊位前，海南布
黎布舍服饰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孟丽
正在为一位女士介绍展出的黎锦旗袍。

“不管是本地客人还是外地客人，
大家对黎锦服饰都挺感兴趣的，尤其

是我们纯手工制作的方式，很符合当
代人的审美爱好。”陈孟丽告诉记者，
希望能够结合海南的文旅资源，打响
黎锦服饰的品牌，将其打造成一张海
南旅游特产的名片。

五指山黎峒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也参加了本次资源展。隆闺红茶、忧遁

草茶……一罐罐包装精美的本地特色
茶叶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我去过五
指山，环境特别好，所以我相信那里种
出的茶应该也很不错。”从四川绵阳来
海南过冬的代女士和老伴现场品了一
杯隆闺红，“汤色红艳明亮，香气醇厚悠
长”，代女士当即掏出手机下了单。

而在昌江馆内，哈密瓜、山栏米也
引起了游客的兴趣，纷纷上前问询。
美国留学生萨拉兴致勃勃地观赏展出
的每一件藤编容器，“我的家乡没有这
种东西，我觉得非常精巧，想要买一些
带回家里做装饰。”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

企业代表赴儋州、海口市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考察

搭建合作平台
共商产业发展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 12月13日，第五届中
国（海南）文旅资源对接大会与会企业代表在中旅
联盟牵头和笔克集团的组织带领下，赴儋州市、海
口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地进行考察。经
过考察，相关企业对儋州兰洋温泉、儋州城市体育
休闲带等项目达成初步的合作意向，并对东坡书院
文创产业开发进行充分讨论，并将进行深入对接。

当天下午，考察分队一行与儋州市政府、儋州
市现代服务业和投资促进局、儋州市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举
行了座谈，共话文旅融合新机遇，探索儋州文旅事
业发展趋势。

“儋州位于海南西北部，濒临北部湾，拥有
306公里海岸线，是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有山有
海、气候宜人，2008年7月被明确定位为西部中
心城市。”座谈会上，儋州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了儋州的基本情况、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以及重点
文旅项目。

“此次借文旅资源大会的契机来考察，让我对
儋州产生了兴趣，也发现很多项目可以共同策划
和运营。”杭州正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瞿江
鸥表示，目前，在海南旅游产品趋于同质化的情况
下，儋州不仅拥有海洋、沙滩、黎族文化等旅游元
素，还有着属于儋州特有的旅游IP，比如东坡书
院、儋州调声等文化遗产，这些都是可以深度挖掘
的旅游资源。 （柳莺）

绿水青山好风景 独特丰富好产品

海南文旅资源展引来八方客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听海口火山口国家
地质公园的故事，赏三亚
海天一色的海岛美景，试
来自五指山的纯手工黎
锦旗袍，尝来自昌江的特
色山栏米饭……12月 13
日，在海口举办的海南文
旅资源展上，市民游客们
流连于不同展馆，感受海
南丰富的文旅资源。

作为第五届中国（海
南）文旅资源对接大会的
重要活动之一，此次海南
文旅资源展将持续至 15
日。通过展示海南文旅资
源、挖掘海南特色产品、展
出海南旅游线路，以强化
海南文旅资源品牌，提升
海南文旅产业知名度，推
动我省构建以观光旅游为
基础、休闲度假为重点、文
体旅游和健康旅游为特色
的旅游产业体系。

“丝路明珠，阳光海口”。在海口
展馆内，携程旅游门店的负责人冯姗
姗和同事热情地向广大市民游客推
介海口旅游线路，“火山口公园是我
国唯一的热带火山地质公园，您可以
逛逛公园、尝尝当地特色石山黑豆
腐，晚上可以选择入住火山岩建成的

房子。”
冯姗姗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自12

日开展以来，有不少客人来咨询海口
一日游，“尤其是现在许多内地人来海
南过冬，刚好有这个需求”。

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摊位
前，一对老夫妇正牵着孙女向营销主

管黄小巧咨询门票和开放时间等相
关事宜：“园里的好多动植物都是热
带的，国内其他地方都看不到，所以
我们就想借着过冬的机会带孩子去
看看。”

在三亚展馆，碧海蓝天的大幅照
片也吸引了诸多客人的眼球。“我们是

从甘肃张掖来的，从小就特别向往一
望无际的大海。”专程和丈夫来海南度
蜜月的游客秦月说。看了工作人员展
示的蜈支洲岛视频，秦月兴奋地决定

“就是它了！”秦月指着展馆中的凤凰
岛照片说：“我们还准备去凤凰岛住两
天，感受一下啥叫‘东方迪拜’。”

特色线路引客来

特色产品受青睐

⬅ 在昌江展厅，丰富的文旅资源
吸引了参观者驻足。

⬆ 在海口展厅，海南热带野生动
植物园工作人员在展示文创产品。

12月12日，海南文旅资源展在海口名门广
场同步开幕。图为三亚展厅。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扫黑除恶进行时

5起典型案例
王世健等27人案 陈恒贵等61人案 王绍章等20人案赵建灏等18人案甘波等54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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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师附中“初高中一体化”实验班：

兼顾“应试”
和素质教育取得成效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陈卓斌 通讯
员曾丽芹）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师范大学12月
13日下午召开的2019“初高中一体化”实验班总
结推进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海师附中3届
实验班经过5年教学实践，累计培养236名学生
完成初中学业，进入高中阶段学习。

为探索解决基础教育阶段“应试”与素质教育
无法兼顾的难题，培养有理想道德、心智健全、有学
识、能力强、身体健康的学生，2013年海南师范大学
和海师附中组织了课题组，精心设计了“初高中一体
化教学”改革实验方案。自2014年秋季起，海师附
中初中每学年招收80人、分两个教学班为实验班，
实行“初高中一体化教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验。

据介绍，“初高中一体化教学”改革包括丰富
课程体系，一体化设计初高中教学内容，以及开办
创新实验班，开设周末兴趣课程、研学旅行课程等
一系列举措。通过长期教改实验，实验班学生在
学习成绩、综合素质、行为习惯、分析问题与解决
问题的能力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步，特别是入
学时的学困生都发生了喜人变化，获得社会肯定。

海南师范大学负责人在会上表示，接下来，海
南师范大学、海师附中教师将开展集中研讨，进一
步总结改革经验，形成文件，指导教学管理工作，
规范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鼓励海师附中教师多
出科研论文，活用海南师范大学高教优质资源，推
动两校融合发展走向深入；除实验班外，继续在培
养模式、教学设计等方面加强创新，破除落后观
念，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 （记者
习霁鸿）12月13日上午，海口市人民
检察院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海口市检察机关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亮点和甘波

案等5起典型案例。
据悉，自2018年 1月专项斗争

开展以来，海口市检察机关依法严
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严把事实关、
证据关、法律关，坚决做到“是黑恶

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
个不凑数”，强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
工作。截至今年12月，全市检察机
关共受理涉黑涉恶审查逮捕案件
127件583人，受理涉黑涉恶审查起

诉案件74件619人。其中，海口市
人民检察院受理涉黑涉恶审查逮捕
案件31件161人，受理涉黑涉恶审
查起诉案件8件254人，提起公诉5
件180人，已判决3件99人。同时，

始终坚持不降格、不拔高，以客观准
确的办案原则认定黑恶势力犯罪，
共改变公安机关以涉黑涉恶定性案
件6件，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批
准逮捕18人、不起诉7人。

海口检察院通报甘波案等5起扫黑除恶典型案例

无恶不作 终难逃法律严惩

【基本案情】
2010年以来，海口市观澜湖地区

大开发，带动周边地区土地升值，为侵
吞龙华区龙泉镇国扬村地区土地，以
王绍章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采取暴
力、威胁、恐吓等手段，在国扬村地区
多次实施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故意毁
坏财物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通过
暴力手段强占集体土地获取征地补偿
款，操纵破坏国扬村委会换届选举。

【典型意义】
王绍章等20人涉黑案，是龙泉镇

一带关于“村霸”的典型案件，败坏了党
群关系，严重扰乱了国扬村一带的社会
生活秩序。在办理该案过程中，海口市
检察院还立足监督职能，制发检察建
议，做到不仅打掉“村霸干部”毒瘤，更
推动建立健全村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提
升基层组织治理效能，还龙泉镇政治生
态、社会环境一片安宁祥和。

【基本案情】
以甘波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

居住地灵山镇东营一带，实施强占土
地、伤害无辜村民、强揽工程、开设赌
场、大肆行贿等违法犯罪行为，严重损
害了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典型意义】
甘波等54人涉黑案件是海口市检

察院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首例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在严惩黑
恶势力犯罪团伙的同时，海口市检察院
对利用职务之便给该团伙提供帮助、谋
取利益的灵山镇东和村原党支部书记
陈亚文等人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提起公诉。与此同时，追加认定被告人
获取非法利益1700万余元，督促公安机
关及时扣押、冻结现金约219万元，深挖
涉案房产1.2万多平方米，查扣车辆、房
产、土地等资产估值约1亿元，彻底摧毁
黑恶势力经济基础。

【基本案情】
自2016年开始，以赵建灏为首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利用“套路贷”模式非
法敛财，并暴力催收。在催收时，采用
殴打、拘禁、挟持、威胁、体罚、滋扰、非
法拘禁等多种违法犯罪手段，向被害
人及其亲属逼要非法债务，以达到非
法侵占被害人财物的目的。

【典型意义】
赵建灏等 18 人涉黑案是海南省

首例涉黑“套路贷”案件。海口市检察
院通过对赵建灏等18人涉黑组织“套
路贷”的打击，既依法惩治非法放贷犯
罪活动，又保护了正规的小额金融贷
款公司。同时，延伸检察职能，通过省
检察院向平安银行海南省分行、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制
发两份检察建议，建议规范贷款申请
审批程序，推动金融行业领域系统治
理和源头治理。

【基本案情】
2009年起，以王世健为首的犯罪

组织在甲子镇长昌煤矿周边砖厂有组
织、有计划地实施非法采矿、敲诈勒索
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为向基层政
权渗透，王世健操纵、运作，使得被告
人王家违规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寻求
庇护，王世健还指使王程定期向甲子
镇派出所原副所长邢增能行贿，导致
该组织长期为非作恶未被公安机关打
击，进一步扩大了该组织的恶劣影响。

【典型意义】
王世健等27人涉黑案，涉及犯罪

事实和违法事实多达40余起，涉案金
额高达2000余万元。通过对该组织的
打击，有力地保障了甲子镇及周边等
矿产资源、生态环境。同时，一并铲除
甲子镇派出所原副所长邢增能这一

“保护伞”，防止黑恶势力进一步向基
层政权渗透，还人民群众安全感。

【基本案情】
以陈恒贵为首的团伙以“公司”的名

义从广东徐闻偷运活体禽畜入岛，以恶
意举报的方式逼迫货主通过组织安排的
渠道进行偷运，向货主强行索要高额保
护费等诸多费用，并以暴力恐吓、打砸及
诬告等手段，对多名货主进行敲诈勒索、
强迫交易，严重冲击全省羊肉市场和本
地羊品牌。大肆贿赂拉拢相关执法人
员，干扰正常执法活动。大量偷运禽畜
进岛销售，未经检验检疫，严重破坏海南
省无疫岛建设和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典型意义】
陈恒贵等61人涉黑案，是专项斗

争开展以来，海口市检察院所办理的
第一起涉及“运霸”“菜霸”的典型案
例，该案的办理有助于稳定海南本地
活体禽类的销售价格，有力维护全省
羊肉市场和本地羊品牌，亦对建设海
南无疫岛产生积极影响。

本报临城12月13日电（记者张
惠宁）海南日报记者12月13日从临
高县人民检察院举行的未成年人刑事
犯罪检察工作新闻发布会获悉，临高
县人民检察院坚持“少捕慎诉少监禁”
政策，落实各项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
度，最大限度保护挽救涉罪未成年人。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临

高县人民检察院自2012年成立未成
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小组以来，严格按
照《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
行）》的规定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刑
事案件，通过建立专门办案组，落实

“专人专办”及“捕、诉、监、防、帮”一体
化工作模式，切实将未成年人特别程
序规定融入实际办案，安排理论与实

践经验丰富的检察官办理未成年人
涉罪案件以及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2019年5月，临高县人民
检察院正式成立第五检察部，全面负
责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

2017年至今年10月，临高县人民
检察院共受理审查逮捕未成年人刑事
案件93件141人，受理审查起诉未成

年人刑事案件86件135人。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办结83件131人，其中起诉70
件110人，法定不起诉0件0人，相对不
诉10件16人，附条件不起诉4件5人，
附条件期满做出不起诉决定2件2人。

为了更好地推进未成年人帮教工
作，2019年5月以来，临高县人民检
察院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

体系试点工作，建立未成年人观护
站。观护站专设心理咨询室，与第三
方合作，由第三方派遣心理咨询师和
司法社工，协助开展对涉罪未成年人
相关的帮教工作，积极推动不捕、不诉
及被执行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观护帮
教工作，争取最大限度保护和挽救涉
罪未成年人。

临高检察院多措并举保护挽救涉罪未成年人

海口整治龙昆南沿线
木材厂堆放乱象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 通讯员胡倩倩 吴小莉）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口市龙华区获悉，连日来，该区城西镇积极整治龙
昆南延长线木材厂堆放乱象，规范木材厂经营。
12月12日晚，在相关木材厂的配合下，城西镇辖
区龙昆南延长线薛村木材堆放点全部完成搬迁。

据悉，此次搬迁的木材堆放点位于龙昆南延
长线沿线空地。该地块属城西镇薛村，面积约为
60亩，共有40多家经营业主，堆放木材有5000多
吨。根据龙昆南延长线市容环境整治工作部署，城
西镇于11月19日开始组织实施木材厂搬迁工作，
在府龙公路旁设置木材临时堆放点。至12月12
日晚，薛村木材堆放点已全部搬迁完毕，并拆除20
多处乱搭乱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