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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焦作警方的配合下，专案组将豆
某峰抓获，在豆某峰的地下车库的夹层
内搜到一大袋地芬诺酯疑似物及添加剂

2019年初，
立案侦查

去年4月底“收网”，
将主犯王某、郑某珠
等犯罪嫌疑人抓获

随后，抓获王某的6
名重要下线和王某的
重要上线周某等人

去年7月，专案组民警在武汉警方配合下成功
抓获叶某利等3名犯罪嫌疑人。之后根据叶某
利交代，转战山东潍坊，将其上线王某永抓获

专案组发现王某永的货
源来自河南焦作某制药
厂销售员豆某峰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李梦楠

“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考虑，我们决
定将公司的中国区域总部设在海口复
兴城……”7月16日，海南国际经济
发展局信息宣传处主管、全球新闻官
鲁斯兰收到一家爱尔兰跨境电商公司
的邮件。这意味着，在他的积极接洽
和服务下，又有一个意向项目准备落
户海南自贸港。

笑容阳光真诚，多国语言流利切
换，自贸港政策了然于胸……这是不
少来琼投资外企负责人对鲁斯兰的第
一印象。作为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引
进的第一个外籍人才，这位哈萨克斯
坦小伙早在2009年就与海南结下了
不解之缘——

当时，年仅16岁的鲁斯兰怀揣着
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来到海南，用两年
时间完成汉语培训班的学习后，进入
海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就读。2015
年，从海大毕业后，他又考入北京科技
大学，攻读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硕
士研究生。

“2018年取得硕士学位后，我先
后在哈萨克斯坦和北京工作了一段
时间。在这期间，我得知海南要建
设自贸港，萌发了回海南干事创业

的想法，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
会。”鲁斯兰说，2019年海南国际经
济发展局面向全球招募人才，收到
邀请的他毫不犹豫启程返琼，“回到
了我的第二故乡。”

回忆过去近一年的工作，鲁斯兰用
“节奏快、收获多”来小结。海南国际经
济发展局是一个年轻的机构，鲁斯兰加
入时还有很多基础性工作没有完成。
他和同事们从部门搭建、文件翻译、外
宣平台打造等方面入手，为信息宣传处
尽快发挥作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他负责运营海南国际经济
发展局在微信、脸书、推特、领英等社
交媒体上的10多个官方账号，每天将
翻译、整理或撰写好的相关信息分门
别类投放到适当的平台上。

鲁斯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宣传
推广只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随着
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各类
企业来琼投资兴业的热情愈发高涨
——海南全球投资服务热线自今年4
月13日开通以来，已接到来自2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 余个咨询来
电。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的每一个
人，都主动参与到对接和服务投资者
的工作中来。

令他记忆深刻的是，今年6月1
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发布后，他和同事们熬了几个通宵，
将方案原文翻译成英、法、俄等多国

语言，及时为各国投资者提供有效
信息。

最近，他和同事们正在对接一家
泰国酒类企业，希望这家企业把区域
总部和产品仓库设在海南。“这家企业
对我们的邀请很感兴趣。来海南发
展，他们可以享受免税等多项优惠政
策，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

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在忙碌

的工作之余，鲁斯兰仍保持着无偿献
血的习惯——今年2月底，他在海南
日报微信公众号上看到地贫患儿血源
告急的消息后，立即与海南省血液中
心联系，献血400毫升。

据统计，作为罕见的RH阴性血
型所有者，鲁斯兰在过去10年间累
计献出6000多毫升“熊猫血”，超过
了一个成人全身血液的总量。国家

主席习近平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纳
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时，称
赞他为“中哈友谊的使者”。

鲁斯兰十分珍视这一荣誉，如今
他已决心把家安在中国、安在海南，

“这里的风土人情让我感到亲切，我愿
意投入全部热情，见证和参与海南自
贸港的建设和发展。”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他在海南献过热血，对海南充满热爱，为自贸港代言满腔热情——

鲁斯兰与海南的“血脉”深情
自贸港故事

本省新闻 2020年7月17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罗安明 美编：陈海冰 检校：叶健升 黄如祥A04 综合

■■■■■ ■■■■■ ■■■■■

掀起禁毒新高潮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张天坤）7月16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获悉，2019
年4月以来，该局禁毒支队联合海口
市公安局美兰分局辗转海南澄迈、广
东徐闻、湖北武汉等多地，成功于
2019年9月26日破获“2019－162”
部级毒品目标案件，摧毁一个特大贩
毒网络，抓获犯罪嫌疑人28人，缴获
国家管制的二类精神药品地芬诺酯
及添加剂约6.8公斤（毛重），捣毁毒

品加工窝点一个，斩断了一条贩卖国
家管制精神药品的通道。

2019年初，海口市公安局禁毒支
队在侦查工作中发现，海南籍男子王某
涉嫌伙同他人在海口、澄迈等地贩卖毒
品，数量可能较大，随即立案开展侦查，
并逐级呈报公安部，公安部将此案列为

“2019－162”部级毒品目标案件。
海口市公安局对此案高度重视，抽

调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开展侦查。经
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专案组彻底摸清了

以王某为首的贩毒团伙组织架构、人员
情况、活动规律，全面掌握了王某多次
非法从湖北武汉上家大量购买列入国
家管制范围的二类麻醉药品地芬诺
酯的有关情况。据介绍，王某经过加工
后将地芬诺酯作为海洛因替代品，在海
口、澄迈、广东徐闻等地出售给吸毒人
员谋取暴利。

去年4月底，专案组获悉王某准备
将一袋共计50小包的地芬诺酯贩卖
给徐闻下家曾某荣后，认为抓捕时机
成熟，遂兵分三路，在海口，广东中山、
徐闻等地同步“收网”，将主犯王某、郑
某珠等犯罪嫌疑人抓获。随后，专案

组深挖扩线，先后在海口、文昌、澄迈、
徐闻等地抓获6名王某的重要下线。
海南、广东两地抓捕工作结束后，专案
组又赶赴湖北武汉，在武汉警方配合
下，将王某的重要上线周某等人抓获。

在主要犯罪嫌疑人悉数到案后，
专案组通过审讯挖出王某另一个重
要上线叶某利。去年7月，专案组民
警在武汉警方配合下成功抓获叶某
利等3名犯罪嫌疑人。之后根据叶某
利交代，专案组转战山东潍坊，将其
上线王某永抓获。

经审讯深挖，专案组发现王某永
的货源来自河南焦作某制药厂销售

员豆某峰。去年9月，专案组赶赴河
南焦作，对豆某峰及其工作单位开展
全面调查。经查，该制药厂是国家许
可主要生产地芬诺酯的两大厂家之
一，改制后由东北一家私人企业收
购，目前处于停产状态。豆某峰作为
制药厂老职工，长期从事业务销售工
作，有接触地芬诺酯的便利条件。随
后，在焦作警方的配合下，专案组将
豆某峰抓获，在豆某峰的地下车库的
夹层内搜到一大袋地芬诺酯疑似物
及添加剂，重约6.8公斤（毛重）。

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扩线深
挖中。

海口警方破获“2019－162”部级毒品目标案件，抓获嫌疑人28人

跨省特大贩毒网络被摧毁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陈
蔚林 特约记者韩小雨 实习生李梦
楠）省政府办公厅7月 16日印发通
知，要求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民办幼
儿园和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帮扶工
作，明确由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管理并领取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的
民办幼儿园和校外教育培训机构，
可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海南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八条
措施的通知》，与中小型企业享受同
等待遇。

省教育厅基教处负责人介绍，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省民办幼儿园
和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从今年5月10
日起才开始相继开园和开始线下培
训，但入园幼儿数和培训学生数也大

大减少，部分民办幼儿园和校外培训
机构损失大、运转困难。

此次印发的通知在各个方面对民
办幼儿园和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提出了
具体的帮扶措施。比如，因受疫情影
响导致经营困难的民办幼儿园和校外
教育培训机构，可通过与教职工协商
一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
工时、待岗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
不裁员或少裁员。

2020年 1月至疫情解除当月期
间的参保登记、缴费基数申报和保险
费缴纳等业务，因受疫情影响未能及
时办理的民办幼儿园和校外教育培训
机构，可以延长至疫情结束后3个月
内办理。在此期间办理相关业务，不
影响参保人员个人权益记录，不收取
滞纳金。

为缓解运行压力，通知还明确，民
办幼儿园和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承租国
有（含集体）资产类经营用房的，减免
2020年上半年一个季度的租金。鼓
励各市县引导非国有企业和个人业主
为租房用于线下实体经营的民办幼儿
园、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减免租金或允
许延期、分期缴租。

此外，对民办幼儿园、校外教育
培训机构生产经营所需的用电、用
水、用气，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可缓
缴3个月的相关费用，缓缴期间“欠
费不停供”，并免收滞纳金。对民办
幼儿园提供的保育和教育服务免征
增值税；对2020年 1月 1日至12月
31日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提供的教育
服务免征增值税。生产经营困难、符
合延期缴纳税款条件的，由民办幼儿

园和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向税务部门
申请办理延期缴纳，延期缴纳期限最
长不超过3个月。

根据通知，有关部门还将强化对
民办幼儿园和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金
融支持、财政支持和政策扶持。

在金融支持方面，我省对2020年
6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到期的民
办幼儿园和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创业
担保贷款，按照“应延尽延”要求，实施
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最长可延至
2021年3月31日，免收罚息，具体偿
还计划由银行机构与借款人双方自主
协商、合理确定，财政部门继续给予贴
息支持。

通知要求，我省政府性融资担保
机构应充分发挥桥梁作用，帮助民办
幼儿园和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渡过难

关，取消反担保要求，降低担保费率。
对于确无还款能力的民办幼儿园、校
外教育培训机构，为其提供融资担保
服务的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应及
时履行代偿义务，视疫情影响情况适
当延长追偿时限，符合核销条件的，按
规定核销代偿损失。

在财政支持和政策支持方面，通
知要求，各市县政府要做好2020年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奖补资金的下达
工作，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保持
园所和教职工队伍稳定；要充分考虑
疫情对民办幼儿园、校外教育培训机
构的影响，审慎认定失信行为，谨慎
认定联合惩治“黑名单”，合理设定整
改期限，推迟年检时间。民办幼儿
园、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确有困难可申
请延迟年检。

我省开展疫情防控期间民办幼儿园和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帮扶工作

减租减税 缓交社保 纾困解难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邵长
春 邓海宁 通讯员朱玉 杨永光）海南
日报记者7月16日从南方电网海南电
网公司获悉，海口融创观澜湖公园壹号
楼盘三期7月15日22时正式通电，该
小区也成为海南省抄表到户新规实施
后首个完成电力抄表到户改造并正式
用电的在建小区，标志着海南在建小区
抄表到户改造进入实施阶段。

根据省住建厅近日出台的《关于
新建住宅小区全部实行电力抄表到户

的通知》，自通知发布之日起，我省新
建住宅小区必须按《海南省新建住宅
小区供配电设施建设技术规范》建设，
以实现抄表到户；截至通知发布之日
尚未竣工验收的在建住宅小区，需由
建设单位按上述技术规范完成改造，
最终实现抄表到户。

为此，海南电网公司主动靠前服
务，摸查全省各新建、在建小区供配电
设施情况，提早介入指导小区供配电
设施建设与改造，对相关设施的设计

图纸进行把关，并根据新建、在建小区
的交房日期等实际情况倒排工期，配
合做好验收送电工作。其中，融创观
澜湖公园壹号楼盘三期就是该项工作
第一个受益的小区。

“我们自5月份启动相关工作后，
便与该小区供配电设施施工单位进行
了接洽，主动介入指导其进行供配电
设施改造，确保改造后小区的供配电
设施能够达到抄表到户的技术条件。”
海口供电局客户服务中心用电报装部

客户经理眭原介绍。
据介绍，该小区共有居民434户，

用电改造容量1250千伏安，改造主要
涉及配电箱迁移、智能电表更换等
环节。“小区计划在7月20日向业主
交付，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也增派人
手，花了10多天完成了改造。”该楼盘
三期项目经理苏恩业说。

目前，该楼盘三期已经实现电力
抄表到户并正式通电，四期也已完成
电力抄表到户改造工作。其中，三期

已与海口供电局签订供配电设施移交
意向协议，今后该小区供配电设施将
移交海口供电局进行维护管理，保障
业主能够享受到更好的供电服务。

海南电网除对在建小区抄表到户
改造进行技术指导外，还将稳步推进
2015年 11月以后用电报装且2020
年5月19日前通过住建部门竣工验
收的存量小区抄表到户改造工作，打
通供电服务“最后一公里”，使智能电
网建设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海南抄表到户新规实施后首个在建小区完成改造

滴滴快车1折大促助力市民出行

海口最低1元就能打车
本报讯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邓松）

出门打车是连接通勤、休闲娱乐等生活场景的
必要纽带，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出行消
费券可以激发不同场景的活力，撬动相关产业
复苏。据悉，为助力海口市民出行和推动消费
升温，滴滴出行海口近期启动了“全城 1折大
促，打车低至1元”的优惠活动，让更多消费者
享受超值乘车体验。

即日起至7月31日，参加活动的市民每个工
作日17时至18时下班高峰期，乘坐滴滴快车首单
即可直接享受1折优惠，消费低至1元钱。此外，
打开滴滴出行APP或打开微信搜索“滴滴出行”小
程序获取线上活动链接，进入“全城1折大促”的活
动页面，每天0时起可
参与限量抢周末1折快
车券活动。

同时，滴滴出行海
南还为当地超100家
企业用户的员工准备
了通勤专属福利，将通
过企业团拜的形式给
予当地企业，助力复工
复产，提升通勤体验。 扫二维码领取出行福利

海南高校学生
资助热线开通
全年工作日均为开通状态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李梦楠）日前，教育部宣布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
全面开通，海南热线号码为 0898-66529459、
0898-36666210，两部热线在全年工作日均为开
通状态。

今年是教育部开通热线电话的第16年，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社会对学生资助给予了
更多的关注。为了更好地服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及家长，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今年教育部将
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受理时间延长了一周，
具体受理时间为 7 月 15 日至 9 月 18 日（含周
末）8时至 20时，是历年来开通时间最长的一
年 ，热 线 号 码 为 010- 66097980，010-
66096590。同时，各省区市的教育行政部门、
各中央高校及地方高校也全面开通了2020年
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

需要特别提醒同学和家长的是，开学前后是
诈骗高发期，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抵住诱
惑，避免上当受骗。学生与家长如有资助方面的
问题，可通过教育部公开的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上半年海口空气质量名列
全国168个重点城市首位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习霁鸿）生态环
境部7月16日通报了今年1月至6月全国环境空
气质量状况，在168个重点城市中，海口空气质量
名列首位。

6月，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
天数比例为85.1%，同比上升5.9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1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3.6%；PM10浓
度为40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7.0%；O3浓度为
14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8.3%；SO2浓度为8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1.1%；NO2浓度为18微克/
立方米，同比下降10.0%；CO浓度为0.8毫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11.1%。

1月至6月，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
优良天数比例为85.0%，同比上升4.9个百分点；
PM2.5浓度为36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0.0%；
PM10浓度为59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4.5%；O3

浓度为141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4%；SO2浓
度为10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6.7%；NO2浓度
为2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4.8%；CO浓度为
1.3毫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3.3%。

国乒队抵达陵水集训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 （记者王黎刚）中国

乒乓球队 7 月 15 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集结，
这是国乒一年内第二次来海南集训。海南省
乒乓球队 15岁的林诗栋入选了国乒队，参加
陵水集训。

据了解，国乒队队员、教练员和管理人员抵达
陵水后先要做核酸检测，隔离7天确认没有问题
后才能进入集训基地。过去近半年时间，国乒队
一直处于“流浪”状态。1月25日，国乒队离京参
加德国公开赛，之后因疫情一直未能回京，先后在
卡塔尔多哈、澳门和广州进行了长时间集训。在
广州进行两周调整后，6月29日，国乒队宣布暂
时解散。

据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介绍，国乒将在 8
月初举办奥运模拟赛，比赛完全模拟东京奥运
会的赛制、抽签方式，争取让队员们找到比赛感
觉和节奏。

目前，国乒男队奥运阵容相对明晰，马龙、许
昕和樊振东不出意外将代表国乒出战东京奥运
会。相比之下，国乒女队阵容依旧不明朗。之前，
刘诗雯、丁宁和陈梦出战几率最大。不过随着东
京奥运会的延期，更为年轻的孙颖莎、王曼昱等人
也将迎来冲击奥运阵容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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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警方破案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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