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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组有分量的数据，展示着海南
检察机关扫除黑恶的战果——

批准逮捕黑恶势力犯罪案件393件
1363人；提起公诉221件1322人，其中涉
黑案件31件502人、涉恶案件190件820
人；批准逮捕黑恶势力“保护伞”23人，提
起公诉14人……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海南检
察机关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以中央督导“回头看”为契机，以提高
攻坚能力为切入点，紧盯涉黑涉恶重大案
件、“保护伞”“关系网”、黑恶势力经济基
础不放，确保打深打透、除恶务尽。

依法严惩 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去年11月22日，备受社会关注的
海南昌江黄鸿发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一案在海南一中院依法公

开开庭审理。
为做好审查起诉工作，省检察院从

全省调用78名检察人员组成专班并分
成五个专案组分别审查，最终完成395
页共计20多万字的5份起诉书和5600
页300多万字的审査报告，确保起诉案
件事实清楚，罪名定性准确，指控犯罪
有力。

治“沉疴”必下猛药。这是海南检察
机关“稳、准、狠”严厉打击涉黑涉恶犯罪
的一个缩影。全省检察机关持续保持严
打高压态势，确保专项斗争取得实实在
在的成效。

力求拳头硬——
充分利用“检答网”专家值班平台，

由我省入选全国检察机关扫黑除恶人才
库的5名成员轮流值班“坐诊”，为全省
检察人员提供咨询，及时释疑解惑，不断

提升办案能力水平。
力求靶心准——
在办案中突出强化个案督导，对涉

黑案件和重大涉恶案件，由三级院派检
察官同步提前介入，确保精准引导侦查
取证，最大限度将证据问题解决在侦查
环节。同时，加大对重大涉黑涉恶案件
的挂牌督办和重点督查工作，实行由省
院领导包案、包片督导，确保办案质效。

力求火力猛——
继续完善“捕诉一体”办案机制，强

化“捕后”“诉前”引导侦查，将控制公诉
案件退查率作为评判案件质效重要指
标，依法从快批捕、从快起诉。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中央督导整改
期间，全省共运用“捕诉一体”模式审结
涉黑涉恶案件92件，审结时间同比缩短
24.87%，退查率同比减少22.3%。

强化监督 守好筑牢法治底线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海南检察机关
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法律原
则，决不人为拔高、凑数办案，坚持宽严
相济、宽严有据。2019年全省共对证据
不足案件依法不批捕15件58人，不起
诉11件14人；共追加逮捕41人，追加起
诉47人，追诉遗漏罪行212宗；监督纠
正不当减刑、假释34件次。

特别是自2018年11月2日起，省检
察院启动开展为期2年的全省派驻检察室

“扫黑除恶”专项立案监督“蓝深行动”。截
至目前，共监督立案各类刑事案件277件。

针对琼中等地看守所发生的为涉黑
涉恶罪犯通风报信等问题，省检察院按照
省委主要领导批示精神，依托“科技+派
驻+巡回”等监督新模式，对全省监管场

所组织开展检察监督，共发现监管制度落
实等问题154个，督促整改110个，发出
纠正违法通知书5份、检察建议书2份。

深挖彻查“破网打伞”“打财断血”

海南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挂牌督办的
第一号涉黑案件——郭斌等人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由省检察院主
要领导包案督导。郭斌、陈垂汉2名主犯
均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限制减刑；
其余19名被告人依法分别被判处有期徒
刑二十年至一年零六个月不等的刑罚。

在该案的办理中，检察机关深挖细
查，挖出案件背后的4名司法工作人员
充当“保护伞”。

专项斗争以来，海南检察机关深入
开展“打伞破网”专项行动，通过办案、案
件回头看、巡回检察、受理群众举报等方

式深挖“保护伞”线索。
一方面，更加注重自行查办，深挖彻查

“保护伞”；一方面，坚持刀刃向内、刮骨疗毒，
对检察人员涉嫌充当“保护伞”的绝不姑息。

重拳之下，浊气溃散。全省检察系
统共发现移送黑恶势力“保护伞”线索
388条，批准逮捕黑恶势力“保护伞”25
人，提起公诉15人；自行立案查办司法
人员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案件10
件11人。与此同时，海南检察机关深入
开展“打财断血”专项行动。

扫黑除恶，永远在路上。下一步，海南
检察机关将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部署，严格依法办理涉黑涉恶案件，把办案
效率和质量放到同等重要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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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进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撰文/江城 杨帆 王佳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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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检察机关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一大批涉黑涉恶犯罪分子被严惩，一大批涉黑涉恶“保护伞”被查处

锻造检察利剑 扫除黑恶势力

■ 通讯员 万里

成立学生教官队，做好新生军训
工作；加强民兵组织建设，做好征兵
工作；认真开展国防教育，增强师生
国防观念……经过多年的实践，海南
科技职业大学探索出了一条“以军魂
育人，培养新时代合格大学生”的特
色办学之路。

每年9月开学季是大中学生军
训的高潮。为了更好地完成大学生
军训任务，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自
2010年成立武装部后，开始着手组
建学生军训教官队，在当地武装部门

的指导下，自主承担完成全校新生军
训的任务。

教官队成员以高素质的高年级
大学生为主体，在学校党委的领导
下，履行教官职责。“每年10月新生
军训完成后进行整编，从刚入学的新
生中进行招募。经过1个月的专业
训练，并进行单兵训练考核合格后成
为预备队员，正式组建教官队。”该校
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了加强教官队日常管理，该校
制订了《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军训教官
队工作条例》。如今，教官队充分发
挥了以同龄人教育同龄人、身边人教

育身边人的作用，已成为该校“军魂
育人”的特色之一。教官队成立以
来，共培养了500多名学生教官，受
训学生人数逾两万人。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根据当地武装
部门的要求，在教官队的基础上，认真
抓好民兵干部的选配、基干民兵的组
织建设和民兵连部的正规化建设等，
成立了相应的民兵分队，制定了相应
的战备方案，参加有关战备演练。

该校全体民兵弘扬军队的作
风，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在平时课余苦练民兵本领，掌握相
应的专业技术。当地武装部门每年

对学校民兵工作进行检查，都给予
了一致好评。

在每年的征兵工作中，该校严格
按照依法征兵、廉洁征兵的工作要求，
认真做好征兵宣传动员及政治审核工
作，连续多年高标准完成征兵工作任
务。2018年，学校根据海南省征兵办
的要求，配合做好女兵综合测评工作，
民兵队伍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该校还把国防教育作为一门课
程进行教学，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
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向学生传授国
防教育知识，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国
防意识。 （本报海口1月9日讯）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以军魂育人，培养新时代合格大学生

本报海口1月9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杨光）
“来盒年糕！”“我要一包咖啡”……1月8日，海南农
垦迎新春扶贫爱心集市在海口名门广场热闹开市，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
控股集团）组织旗下共28家企业，带来石斛、咖啡、
绿茶、红橙和走地鸡等60余种扶贫农副产品。据
统计，截至当天17时，集市销售额约达52万元。

在集市现场，各类海南农垦扶贫农副产品在
摊位上一列排开，往来消费者选购热情高涨。“临
近春节，家家户户要选购年货，我们将田间地头最
新鲜的扶贫农副产品带来集市销售。”海垦控股集
团工会常务副主席黄玉雄表示，举办爱心集市活
动是该集团在满足市场需求同时，响应消费扶贫
号召的具体行动。此次集市一大特点是线上线下
同步推进，消费者不仅可在现场购买，还可登录海
南爱心扶贫网平台线上选购。

物美价廉的产品，引起消费者组团购买。“在
集市上买农副产品，不仅可以现场品尝，还能享受
优惠。”消费者曾添胜表示，他和20余名同事约好
一起购买年货，人人“满载而归”，共消费2万余元。

据了解，海南农垦迎新春扶贫爱心集市活动
将持续至2月8日，其中，1月8日至12日在海口
举行，其余时间将陆续在海垦控股集团旗下各子
公司开展。

海南农垦迎新春扶贫爱心集市开市

年货上新 年味渐浓

1月8日，在海垦迎新春扶贫爱心集市上，市
民正在选购年货。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报万城1月9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王清云）1月9日，2020年淘宝
大学海南首期电商直播（村播）培训班
在万宁市职业技术学校开班，来自万
宁市各乡镇的致富带头人、电商从业
者以及创业者等400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班由淘宝大学的2名认证
讲师主讲，将讲授《直播案例解读》
《现场教学-简单直播方法》《粉丝的

数据分析与应用》等课程。
培训班讲师刘渊从最近的热门

话题说起，向参训学员描述了电商直
播时代的传播特点。前来参加培训
的万宁市电商与物流协会负责人于
晴边听边记，不时用手机拍下幻灯
片。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次培训
学到了更先进的传播理念，将带动贫
困群众主动接触市场，生产出市场需

要的优质产品。
据了解，我省在去年11月底将

电商直播、村播作为助农扶贫项目
予以推进，通过培养创业电商人才，
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并计划
在今年底前建设3个至5个电商直
播基地，通过时下主流的电商直播
卖货模式，利用主播网红流量和粉
丝效应，多渠道提高产品销路，帮助

贫困户增产增收。
“我们将争取电商直播基地落

在万宁。”万宁市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启动一批冷库、集货仓项目
建设，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降低
物流损耗，进一步拓宽特色农产品
流通渠道。

培训班由万宁市政府、阿里巴巴
（中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主办。

淘宝大学海南首期电商直播（村播）培训班万宁开班

传授“实战”技能 开启“直播”生活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百姓话题

海口哪些售卖点能买便宜菜
批发市场兼做零售，菜篮子直营店品种不断丰富

海口三亚民政部门为婚姻登记开“绿灯”

2月2日，
结婚领证安排起来！

本报海口1月9日讯（记者习霁鸿 徐慧玲）1
月9日，海南日报记者分别从海口市民政局、三亚
市民政局了解到，为满足广大市民需求，海口各区
民政部门，三亚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和各区民政
局婚姻登记处将于2月2日安排工作人员值班，
为市民办理婚姻登记手续。

据了解，2020年2月2日，被市民戏称为难得
一遇的“对称日”，“2020”还谐音“爱你爱你”。因
此，不少市民表示希望在这一特殊的日子领证结
婚。然而，2月2日却恰逢周日，非业务办理时间。

海南日报记者就此致电海口市民政局，该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该局已号召各区民政局安
排工作人员在2月2日进行值班，具体安排有待
进一步通知。

三亚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月2日，三
亚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接受预约办理，市民可以
登录“三亚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微信公众号，在

“业务办理”栏目中，进行结婚登记预约。同时，三
亚各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正常接受办理，可提前
预约办理，也可于当天前往各婚姻登记处排队取
号，办理时间为8时30分至12时，15时至18时。

三亚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提醒，如需在当天办理
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可参考“三亚市民政局婚姻登记
处”微信公众号有关办事指南。建议通过“三亚市民
政局婚姻登记处”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并在该公众
号上进行材料预审，确保能顺利办理有关业务。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月8日12时-1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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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0

9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8

28

21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明天海口这些路段
将适时交通管制

本报海口1月9日讯（记者邓海
宁）杨千嬅世界巡回演唱会海口站将
于1月11日在五源河体育场举行。1
月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获悉，依据相关规定，海口
交警届时将对五源河体育场周边路段
适时实施交通管制。

据了解，管制时间为 1月 11日
17：30-23：00，管制路段包括长滨路
与滨海大道交叉口至长滨路与海秀快
速路下匝道交叉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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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路
交通管制期间，各种车辆驾驶人和行
人，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指示通行，服从
交警指挥管控。

海口美兰机场路15日起
禁行中型（含）以上货车

本报海口1月9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刘泽群）海南日报记者1月9日
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指挥部
获悉，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
现已进入道路交通枢纽及飞机垂直滑
行联络道施工阶段，为保障机场正常生
产运营和道路安全畅通，依据相关规
定，自2020年1月15日起，美兰机场路
将禁止中型（含）以上货车通行。

批发市场 低价零售受欢迎

椰海综合批发市场、凤翔蔬菜批发
市场是海口两个重要的蔬菜批发市
场。两个市场均位于城区，周围交通便
利，除了晚上进行批发交易外，白天仍
有很多批发商和菜农坚守在摊位上，零
售给周边的市民，价格比普通的农贸市
场便宜不少。

1月8日9时许，海南日报记者在椰

海市场看到，整个市场被划分为蔬菜区、
肉禽区、海鲜区、水果区，品种非常丰富，
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椰海市场副总经理、椰海叶菜联盟
秘书长陈明慧介绍，目前，椰海市场白
天外地菜零售档口有110多个，菜农散
户 50 多人，此外还有 20 多个水果摊
位、20多个海鲜水产摊位、30多个肉禽

摊位。“我们市场的摊位费、过磅费相
对便宜。对于散户菜农，摊位费全
免，所以成本相对较低。”陈明慧说，
拿蔬菜来说，椰海市场白天的零售价
和晚上的批发价相当，每斤溢价不会
超出0.5元。

“买了两斤菜心、两斤蒜苗和一斤香
菜，总共花费22元。”市民王女士说，她

就住在附近的小区，是半年前发现这个
市场的。“真的是很划算，每种蔬菜至少
比其他市场每斤便宜1元以上。而且品
种十分丰富，可以一站式采购。”

除了蔬菜，椰海市场的水果性价比
也非常高。江西脐橙10元4斤、砂糖桔
10元5斤、青枣10元3斤、梨子10元4
斤……实惠的价格让人心动。

海口罗牛山 特价猪肉很实惠

去年，海口罗牛山推出了特价冷藏
猪肉，入驻全市31家农贸市场，价格比
农贸市场内的猪肉便宜三成以上。

1月7日上午8时许，海南日报记者
来到海口文华农贸市场，看到市场中间
的3个摊位前挂着“罗牛山放心肉”字样
的红色横幅，前来购买猪肉的市民把摊
位围得满满当当。

“排骨和五花肉都是25元一斤，比

之前便宜了近一半。”家住附近的赵女士
好不容易抢到了3斤排骨。“上个月排骨
太贵，都舍不得买。这种冷鲜肉就挺好，
今天买几斤回去煲汤喝。”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最贵的前腿
精瘦肉售价为27元/斤，净排骨为25元/
斤，肉排骨为23元/斤，其余品种均在23
元/斤至25元/斤。

海南罗牛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截至目前，该集团的冷鲜
肉直营摊位已入驻海口 31 个农贸市
场。“我们的冷鲜肉确保新鲜放心，都是
用冷链物流车直接从公司运送到农贸市
场的。每个农贸市场每天大约可供应
180斤左右。”工作人员介绍，因为价格
实惠，直营摊位每天从早上6点半开始
供应，不到9点就全部售罄。

此外，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也在

45个直营门店投放了储备冻猪肉。7
日上午，记者在菜篮子集团海南侨中
店看到，店内的冻猪肉排骨售价为25
元/斤。“从这个月开始，我们店里还开
始卖马鲛鱼等12种冰冻海鱼。”该店工
作人员表示，自从去年菜篮子直营店
增加冰柜后，各个门店都在不断丰富
货品，价格都比超市便宜，为市民提供
了更多选择。

“手机菜市场”足不出户享便利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很多超市、互
联网公司将菜市场从线下搬到线上，通过
手机APP买菜成为不少年轻消费者的选
择。

8日中午12点，打开某大型连锁超
市的手机客户端，选中400克油麦菜、
350克菠菜、150克香菇、450克莲藕，外
加1斤猪后腿肉，1斤圣女果，1盒猕猴
桃，点击付款57元后，选择17时送到
……傍晚18时回到小区，在保安室取到
自己买的菜后，海口市民廖莹娟直接拎
回家开始做晚饭。

廖莹娟说，每天的工作很忙，下班后
根本没时间逛农贸市场。“基本上每两天
就使用一次APP，蔬果肉菜以及厨房需
要的油盐酱醋都可以买到。满39元就
可以免费送货上门，还可根据自己需要
设定送货时间，十分方便。”

在廖莹娟看来，除了省时省力，“手
机菜市场”也十分省钱。“超市的瓜果蔬
菜经常有打折促销，很是实惠。但我们
不可能像退休的老人一样，天天逛超
市。现在，有了手机客户端，随时都能查
到打折促销的产品，看到心仪的可以立

刻下单。系统还经常送满减券，用起来
十分划算。”廖莹娟说，因为天天关注价
格，每个月她都能以十分便宜的价格买
到猕猴桃、车厘子这些贵族水果。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海口媒体人王女
士也经常通过美团、饿了吗等外卖APP买
菜。9日下午18时，她当着记者的面打开一
款外卖APP，点击蔬菜水果栏目，进入一家
生鲜店。土豆250克1分钱、空心菜250克
1.69元、芹菜150克0.99元、线椒150克
0.99元——因已是傍晚，店内的很多蔬菜
都在打折，价格非常便宜。

“新商家上线的时候，经常会推出满减
优惠活动，这个时候采购最划算。而且线
上生鲜店推出的基本都是小包装，通常每
份都不超过半斤，非常适合年轻的单身人
士。”王女士同时提醒，因线上购买蔬果肉
禽看不到实物，有些1分钱秒杀菜看着价
格低，但有可能已经是尾单处理品，品质很
难达到心理预期。

王女士建议：“为了避免入坑，可以
多尝试几次，然后在自己熟悉、品质有保
障的线上生鲜店购买。”

（本报海口1月9日讯）

去年以来，
部分主要食品
价格持续上涨，
对市民群众的
生活质量产生
了影响。在海
口，有不少售卖
点 ，销 售 的 蔬
菜、水果、肉类
不仅质量好，价
格还比一般市
场 便 宜 不 少。
这些售卖点分
别位于什么地
方？他们为何
能够做到物美
价廉？还有哪
些日常购物省
钱的窍门？海
南日报记者对
此进行了探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