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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受贿罪

儋州工业园原党组书记、
管委会主任李应杰被逮捕

本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日报记者4月24
日从省检察院获悉，儋州工业园原党组书记、管委
会主任李应杰（副处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由文昌
市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近日，文昌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
对犯罪嫌疑人李应杰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本报海口4月24日讯（记者计
思佳）4月23日，海口发布《关于做好
学校校内午餐午休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倡导在有条件的学校开
设校内午餐午休服务，要求学校安全、
有序做好该项工作，最大限度地保护
师生健康，减轻学生家庭负担。

《通知》明确了关于午餐采购及
配送、午餐场所、午休场所等要求。
学校须委托经过市场监管部门认定，
具备集中用餐配送单位经营资质的
配餐企业为学生提供午餐。午餐由
配餐企业采取集中配餐的方式配送
到校供学生食用。

根据《通知》，学校午餐场所一般
为学校食堂，不具备条件的学校，可
让学生在本教室座位上用餐；午休场
所是学校的空余教室。不具备条件
的学校，可对功能室以及教师办公室
进行布置后腾出空间，或通过对教室
桌椅进行合并挪动后腾出空间，也可

以让学生在本教室座位上休息。
《通知》还要求，学校须摸清需求

底数，确定学生家庭确实存在接送困
难的前提下方提供午餐午休服务；午
休用具由学生自备；餐午休期间，学
校要组织教师和家长志愿者进行轮
流值班看护。

海口倡导有条件的学校开设校内午餐午休服务

餐食集中配送 教师值班看护

本报海口4月24日讯（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陈创淼）4月23日上午
课间，海口市秀英区长德学校九年级
一班学生陈秋芳走到教学楼的楼道
内，看到工人师傅们正在安装配电
箱，心里很是高兴。

陈秋芳知道，再过几天，她和同
学们就能在凉爽的空调教室里上课
了。“天气越来越热，现在上课还要戴
口罩，很是难受。有了空调，我们终
于可以告别‘挥汗如雨’的日子，学习
效率也会更高！”她说。

“我们在每栋楼安装大型配电
箱，在每层楼安装小型配电箱，这样
保证空调启用后，用电更加安全。”长
德学校校长李凯鹏介绍，长德学校有
18个班共781名学生，加上各类功

能教室等，一共需安装空调62台。
从今年3月中旬开始，该校启动了空
调的安装工作，目前空调已经安装完
成，箱式变压器也于近日完成安装。

据了解，从2018年起，海口在全
省范围内率先开展了公办学校教室
空调全覆盖工程。工程分两期推进，
第一期工程分2018年、2019年两个
年度完成，其中2018年完成6个高考
考点338间教室676台空调安装工
程，2019年完成以中考考点为主的
20所公办学校（6所高中及14所中考
考点）1199间教室2398台空调安装。

海口公办学校教室空调全覆盖工
程（二期）项目是海口2020年为民办
实事项目，已列入海口2020年政府投
资计划。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在海

口223所公办中小学的4901间教室
进行空调安装全覆盖工程改造（含空
调设备采购安装、空调配电及配电增
容等工程），共安装空调9802台。

针对海南近期入夏，气温逐渐升
高这一现实情况，海口市教育局、各区
政府部门强化联动机制，帮助空调供
货方、施工方解决实际困难，倒排工
期，按照时间节点，全力加快公办学校
教室空调全覆盖工程（二期）进度。

秀英区教育局副局长符策武介
绍，以该区为例，共有47所区属学校，
其中康安和新海两所新学校的教学楼
正在建设中，暂时无须安装空调。需
要安装的学校共45所，其中长滨小学
的空调已经安装完成并投入使用，剩
余44所，其中18所正在安装箱式变压

器，26所正在进行电线电缆的铺设工
作。“我们避开学生的上课时间，充分
利用中午和晚上的时间进行施工，争
取尽快安装并投入使用。”符策武说。

值得一提的是，为指导学校科
学使用空调，防止因空调通风系统
开启而导致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和
蔓延，4月22日，海口市教育局向各
校转发由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的《海口
市学校教室空调使用与管理指引》，
明确对于分体式空调，空调开启前
必须保证室内通风换气30分钟以
上，空调连续运行每2小时通风30
分钟。当空调通风系统为全空气系
统时，应当关闭回风阀，采用全新风
方式运行。

海口加快公办学校教室空调全覆盖工程（二期）进度，将安装近万台空调

告别“蒸桑拿”凉爽过夏天
临高各校、幼儿园
实现“明厨亮灶”全覆盖

食品安全
“晒在掌心”

本报临城4月24日电 （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王婧）海南日报记者
4月24日从临高县有关部门获悉，
目前，临高全县123家学校、幼儿园
食堂“明厨亮灶”安装使用率已经达
到100%。

据了解，“明厨亮灶”是“阳光餐
饮+智慧监管”的第三代校园食堂
监管模式。社会公众只需打开手机
APP“阳光餐饮”，即可随时随地查
看各个学校食堂后厨的卫生情况以
及整个备餐烹饪的流程。在临高创
新学校后勤主任周学门看来，有家
长参与监督，学校厨房的各项工作
会更规范。

2019 年，临高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对全县学校食堂进行拉网式
安全检查，80多家学校进行了整
改。截止目前，相关食堂全部完成
整改达标，同时新增持证学校食堂
总数达 123 家，食堂达标率为
100%，“明厨亮灶”安装使用率达
到100%。

临高县市监局餐饮室主任王
香山说，临高学校食堂实行“明厨
亮灶”，实现了以前由少数人监管
向多数人监管的转变，切实让“闲
人免进”的学校后厨照进了阳光，
也让食品安全“晒在掌心”。据悉，
临高县还将对全县的餐饮店实施

“明厨亮灶”工程。

“中国航天日”系列主题活动在文昌举行

传承航天精神
体验科技魅力

本报文城4月24日电（记者李佳飞）今年4
月24日是第五个“中国航天日”。当天，2020年

“中国航天日”系列主题活动在文昌航天科普中心
及线上同步启动。

文昌市旅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旅游运营总监
马侠介绍，活动准备了直播、科普大讲堂、宣传转
发精美H5、绘画大赛、线上答题赢门票等，希望大
家铭记历史、传承航天精神，激发公众尤其是青少
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的热情。

活动当天，南海网主播董艳和航天科普中心
优秀讲解员苗育，通过手机直播带网友在文昌航天
科普中心广场升旗台，共同感受了一场特殊的升旗
仪式。升旗仪式结束后，她们来到文昌航天发射场
中的科技馆远眺发射场，通过VR技术感受了神舟
和蛟龙号带来的上天入海的精彩体验。

此外，文昌航天科普中心还特别邀请全国航
天科学普及首席航天科学传播专家田如森教授进
行2020年庆祝“中国航天日”网络航天科普大讲
堂的录制，为文昌市中小学生及广大网友举办讲
座《文昌航天梦、强国梦》，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学习航天人自主创新、自强不息、艰苦奋
斗、勇攀高峰的民族精神，积极投身科技事业，以
所学知识报效祖国。

据悉，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
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宣告中国进入航
天时代。探索浩瀚的宇宙，不懈追求航天梦想，至
今，中国航天事业已取得多项成就。值此“东方红
一号”成功发射50周年之际，文昌航天科普中心
联合南海网特别推出了精美的H5宣传转发活
动，让广大航天爱好者通过手机就能够更便捷地
了解中国航天技术发展历程及人物故事。

本次活动由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文昌市
人民政府主办，文昌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支
持，文昌市旅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承办，海南南海
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执行。

利用“套路贷”非法敛财等

沈某等20人黑恶势力团伙
被提起公诉

本报海口4月24日讯 （记者金昌波 习霁
鸿）海南日报记者4月24日从省检察院获悉，近
日，沈某等20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非
法侵入住宅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损害商业信
誉罪、诈骗罪、强迫交易罪一案，由海口市人民检
察院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
沈某等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沈
某等人，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海口市人
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2008年起，被告人沈某先后
纠集陈某亮、吴某章、陈某允、冯某超、覃某文等人
长期盘踞海口府城及其周边一带，利用“套路贷”非
法敛财，肆意实施敲诈勒索、寻衅滋事、非法拘禁、
非法侵入住宅、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损害商业信誉、
诈骗、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并逐步形成了以
沈某为组织者、领导者，以陈某亮、吴某章、陈某允、
冯某超、覃某文为骨干成员，并有冯某雄、甘某、陈
某义、李某成、吴某武、陈某、陈某、罗某、朱某旭为
其他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造成了被害人巨额
的财产损失，严重危害了当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依法
应当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
索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损害商业信誉罪、诈骗罪、强
迫交易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关注开学复课

三亚举办2020年中国航天日系列活动

四大活动普及航天知识
本报三亚4月24日电（记者李艳玫）今年4

月24日是第五个“中国航天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三亚市有关部门获悉，该市将为此在线上开展
有奖竞答、科普讲座、“我的航天梦”征文比赛、“我
心中的太空”绘画比赛等活动。

其中，三亚将开展航天知识有奖答题活动，通
过微信小程序进行线上航天知识、遥感知识有奖
答题活动，拟评出一、二、三等奖；开展网络航天科
普活动，邀请中科院空天信息研究院专家录制遥
感卫星科普视频、制作遥感科普视频短片等，通过
三亚中科遥感信息产业园公众号、官方抖音号等
渠道发布，向公众科普航天知识；开展第二届中小
学生“我的航天梦”主题征文比赛和中小学生“我
心中的太空”主题绘画征集活动，面向该市中小学
生征稿，网络发布优秀作品并接受网络投票。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海南研究院相关
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目的在于向广大市民尤其
是青少年普及航天知识，分享海南近年来的航天
科技发展成就，弘扬航天精神，激发创新热情。

海南各地法院集中公开宣判一批毒品犯罪案件

顶格审判从严惩处 坚持零容忍长震慑
本报讯 4月 24日，我省法院系

统集中举行涉毒案件公开宣判活动，
以震慑犯罪分子嚣张气焰，在全社会
形成支持禁毒、参与禁毒的氛围，为海
南自贸港建设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
境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接下来，全
省法院系统将按照要求，把禁毒工作
作为当前刑事审判的重中之重，坚持
依法顶格审判、从严惩处，形成常态，
实现零容忍、长震慑。

省一中院
4月24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对陈某育、李某才等9人贩卖、运
输毒品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被告
人陈某育、李某才长期进行毒品交易
犯罪活动，毒品数量多，主观恶性极
大。海南一中院依法以贩卖毒品罪判
处被告人陈某育、李某才死刑，判处被
告人农某达死刑，缓期2年执行，判处
被告人黄某飞无期徒刑，以运输毒品
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杰无期徒刑，其他
涉案人员被判处3年至15年不等刑
期，并处以相应附加刑。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育、
李某才、黄某飞、农某达、许某益的行
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被告人李某
杰、被告人农某棉的行为均已构成运
输毒品罪。被告人陈某武的行为构成
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告
人陈某珠的行为构成窝藏、转移、隐瞒
毒品罪。据此，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
判决。

为配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
该院对其中8名被告人通过远程视频
连线方式宣判，1名被告人当庭宣判。

海口
4月24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通过“云间”互联网审判系统，对3起
毒品犯罪案件进行集中公开宣判，其
中一审宣判一案共3人，二审宣判两
案共9人。

据了解，一审公开宣判的刘某威
等3名被告人犯贩卖毒品罪，1人被判
处有期徒刑14年，2人被判处死刑，
缓期2年执行。公开宣判的两起二审
案件均维持原判，法院分别以贩卖、运
输毒品罪或贩卖毒品罪，依法判处周
某军等9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2个
月至15年不等。

自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
来，海口中院以“零容忍”“零懈怠”的
态度，毫不动摇地强化严打措施，为推
进平安海口建设提供有力的司法保
障。下一步，海口中院将继续保持对
毒品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依法从重
从快打击毒品犯罪，抓好禁毒三年大
会战各项任务落实。

三亚
4月24日上午，全省新一轮禁毒

三年大会战三亚市两级法院毒品案件
公开宣判暨禁毒法制宣传现场会在三
亚中院召开。三亚市两级法院依法对
黎某红等6案共10人毒品犯罪案件
进行集中公开宣判，分别判处有期徒
刑1年6个月至15年不等，同时，经最
高人民法院核准，依法对罪大恶极的
涉毒犯罪分子执行了死刑。

法院认为，被告人黎某红无视国
家法律，为获取非法利益，明知是毒品

而贩卖、运输，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
输毒品罪。被告人黎某红曾因犯贩卖
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
毕后5年内再犯贩卖、运输毒品罪，是
累犯，毒品再犯，应当从重处罚。被告
人黎某红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巨大，又
系毒品再犯，主观恶性极深，社会危害
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应判处死刑。

儋州
4月24日上午，儋州法院参加在

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举行的“4·24”
毒品犯罪案件集中公开宣判暨法制宣
传现场会，对4起案件共9名被告人
进行集中公判，曾某等9名被告人分
别被判处10个月至15年不等刑期，
并处罚金 5000 元至 1.5 万元不等。
当天，儋州市法院还在本院公开宣判
5起毒品犯罪案件，8名被告人分别被
判处1年2个月至4年不等刑期，并处
罚金5000元至1.5万元不等。

根据本案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对
社会的危害程度，儋州市法院依法判
决被告人曾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
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
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被告人谢某卫、
王某武、陈某伟犯贩卖毒品罪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至2年1个月不
等，并处罚金5000元至1万元不等。

万宁
4月24日，万宁市人民法院集中

宣判5起毒品犯罪案件，5名被告人因
非法持有毒品罪、贩卖毒品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7年不等的刑
罚，并处罚金5000元至2.5万元不等。

根据董某阳、牧某等5名被告人
的犯罪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于
社会的危害程度，万宁法院以犯贩卖

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陈某勇有期徒刑1
年11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被告人
王某坚有期徒刑1年5个月，并处罚
金5000元；判处被告人吴某军有期徒
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判
处被告人董某阳有期徒刑1年11个
月，并处罚金5000元；判处被告人牧
某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
7年，并处罚金2.5万元并追缴涉案毒
品、没收毒资。

东方
为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倡导全社

会积极参与禁毒，净化社会环境，4月
24日上午，东方市人民法院依法对3
起毒品犯罪案件的3名被告人进行公
开宣判，被告人陈某、林某、彭某因贩
卖毒品罪，分别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1年至1年6个月不等的刑期。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陈某、林某、彭
某相关行为均构成贩卖毒品罪，依法分
别判处被告人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
月；判处被告人林某有期徒刑1年2个
月；判处被告人彭某有期徒刑1年。

据悉，东方市人民法院坚持快审
重判，不断加大对涉毒案件的审理力
度，在依法审判毒品案件的同时加强
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等相关职能部
门的协调配合，建立高效、有序的长效
机制，形成打击毒品犯罪强大合力。

临高
4月24日，临高法院对毒品犯罪

案件3宗共4人进行集中宣判。其中
陈某、陈某辉贩卖毒品案详情如下：

2019 年 2 月 16 日，陈某辉以
450元的价格将3包毒品海洛因贩卖
给林某九。2月 17日上午，陈某以
600元的价格将4包毒品贩卖给陈某

辉，陈某辉购得毒品后，将4包毒品
贩卖给林某九时，被公安民警抓获，
民警当场从林某九身上缴获陈某辉
贩卖的毒品4包，经称量和鉴定，4包
毒品共净重0.16克，均检出海洛因成
份。同一天下午，陈某辉电话联系陈
某购买2包毒品，陈某携带毒品到约
定地点等候陈某辉交易时，被公安民
警抓获，当场从陈某身上缴获毒品2
包，经称量和鉴定，共净重0.1克，均
检出海洛因成分。

经审理判决：陈某犯贩卖毒品罪，
处有期徒刑1年9个月，处罚金3000
元；陈某辉犯贩卖毒品罪，处有期徒刑
1年8个月，罚金3000元。

琼中
4月24日下午，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人民法院在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
前提下，依法对2宗毒品犯罪案件的3
名被告人进行了集中公开宣判，该县
禁毒委各成员单位代表、司法所及社
区矫正人员等40余人到场旁听。

法院经审理认为，2宗案件的3名
被告人王某聪、陈某辉、郑某健为牟取
利益多次向不特定人群贩卖毒品，其
行为均构成贩卖毒品罪。依据其犯罪
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
害程度，琼中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
被告人王某聪有期徒刑4年8个月并
处罚金2万元，被告人陈某辉有期徒
刑4年3个月并处罚金1.8万元，被告
人郑某健有期徒刑2年2个月并处罚
金1万元。

公开宣判结束后，琼中法院就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所办理的
典型案例向旁听群众进行讲解，通过
以案释法的方式，警戒旁听群众切勿
触碰法律红线。（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4月23日，在海口市秀英
区西海岸金沙湾一处废弃鱼
塘，栗喉蜂虎集体挖洞筑巢，
进行繁殖。

据海口畓榃湿地研究所
所长卢刚介绍，现有 100 多
只栗喉蜂虎在海口市西海岸
多个地点栖息。栗喉蜂虎被
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
者有重要经济价值、科学研
究价值的陆生野生保护动物
名录》，每年3月至8月都会
来到海口。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栗喉蜂虎：

迁徙筑巢育宝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