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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新闻 综合

本周中后期
全岛将有大范围短时强降雨
高温天气将缓解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符
晓虹 李凡）海南日报记者7月27日上午从海南
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前期降雨少、西北半部
局地仍有高温天气，中后期全岛将有大范围阵性
降水，局地可达大到暴雨，气温普遍下降，高温天
气将缓解，8月1日～2日，南海有热带扰动活动。

预计，28日白天海南省37℃以上的高温范围
将明显减小，海南省气象局7月27日16时解除高
温四级预警。

陆地方面，预计7月27日，受偏南气流影响，
海南岛北半部地区晴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
南半部地区多云有小阵雨，局地中雨。最高气温
西北半部地区35℃～37℃、局地可达38℃以上，
东南半部地区30℃～34℃；最低气温中部地区
22℃～24℃，其余地区24℃～27℃。

7月28日～8月2日，受偏东气流影响，全岛
将有大范围阵性降水，局地可达大到暴雨。全岛
高温天气缓解，最高气温30℃～33℃；最低气温
中部地区21℃～23℃，其余地区23℃～26℃。

另外，30日起，南海辐合带逐渐活跃，8月1
日～2日，南海有热带扰动活动，后期有可能生成
热带气旋，海南省气象台将密切关注天气趋势。

省考试局公布今年
我省民办高中收费标准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
者高春燕 实习生李梦楠）7月27日，省考试局公
布了2020年海南省民办高中学校收费标准和招
生咨询电话。

其中，海口中学学费16500元/学期，海南华
侨中学观澜湖学校学费13000元/学期，北京外国
语大学附属海南外国语学校学费16800元/学期，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学校学费30000元/学期，
华中师范大学海南附属中学学费12200元/学期。
其他民办高中学费标准可登录省考试局官网查看。

第191期省脱贫致富
电视夜校播出
分享三亚天涯区扶贫经验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李梦楠）7月27日晚上播出的第191期海南省脱贫
致富电视夜校，邀请到三亚市天涯区副区长袁昭明
和大家分享天涯区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经验措施。

袁昭明介绍，天涯区坚持以“党建+”为主体，
充分发挥第一书记的作用，结合村党组织的努力，
引导和助力该区的脱贫攻坚工作；坚持“党建+产
业扶贫”，科学规范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增强扶贫
动力；坚持“党建+农旅融合”，大力发展特色优势
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坚持“党建+人居环境
整治”，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开展，建设
美丽乡村；坚持“党建+复工复产”，使贫困劳动力
积极务工，减少疫情影响。

他表示，以上的“党建+”模式既环环相扣，也
独立发展，从而达到贫困户脱贫、企业顺利发展、
农村环境优美等多项成果，让农民腰包鼓起来，让
农村经济富起来。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下载
“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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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发展历程
激发家国情怀

研习班期间，学员们来到海南省史
志馆，参观以南洋机工为主题的展览，
激起了对几代华侨先驱进取、勤劳、包
容、奉献的无限敬仰；随后，大家参观了
海南解放70周年纪念展、定安县母瑞
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琼海南海博物馆

等。大家纷纷表示，华侨精神与琼崖革
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精神、潭门渔民
坚定捍卫南海主权的爱国精神以及当
前具有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的海南精
神一脉相承、互为映照，是中华民族优
秀品质在海外的结晶，是华人华侨根魂
所系、力量所依。

学员们表示，爱国主义是海外乡亲
发自内心的“信仰”，是民族精神的核心
所在。这次疫情中，广大海外侨胞与家

乡人民共同抗击疫情，就是对同舟共
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的诠释。这次
研习班增进了学员对家乡海南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激发了海外侨胞投身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极大热情。

凝聚侨心侨力
助力建设自贸港

省侨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给侨

胞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创造良好条件，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
以来，组织全体学员接受媒体采访、听
取总体方案解读、参观综合保税区开发
区、赴市县进行项目考察、网上统战连
线、跨境证券研讨、参与国际文化交流、
华侨之家和园区服务站挂牌等活动15
场次。澳大利亚海南总商会会长蔡霜
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对海南自
贸港建设充满期待，将自觉当好自贸港

建设的‘宣传员’、总方案的‘讲解员’、
来琼投资兴业的‘引导员’，以实际行动
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海南故事，架起住
在国和家乡间的交流桥梁，为海南发展
贡献力量。”

总体方案发布以来，学员们主动
联系住在国社团亲属朋友，给他们发
去一篇篇家乡动态。学员杨欢妮是
泰国海南商会代表，在其宣传下，旅
泰乡亲进一步认识了海南，泰国侨商
们纷纷表达到海南发展的愿望。据
悉，印尼、美国、泰国、澳大利亚等国
的学员，正按计划在定安县开展进口
商品加工增值，海南“侨牌”效应逐步
彰显。

（撰文：江城 何光兴 符政）

创新开展侨务工作，我省成功举办2020年海外琼籍侨团骨干国情研习班——

当好自贸港“宣传员” 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助力建设自贸港 统一战线在行动

近日，由海南省侨务办公室举办的
琼籍侨团骨干国情研习班在海南中华文
化学院圆满结业。来自16个国家22个
侨团的34位因疫情无法回到住在国的
社团骨干，通过专题教学、现场教学和讨
论交流等形式，集中学习了海南自贸港
人才相关政策及海南华侨文化历史等内
容，取得了良好效果。

研习班期间，学员们感受到了亲人
的关怀，同时他们结合自身所感所思所
悟，积极向海外乡亲讲述海南经济社会
发展的大好形势，并从建设海南自贸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方面建言献策。

琼中500余名党员
领导干部接受纪律教育
为干部拧紧“纪律弦”

本报营根7月27日电（记者李梦瑶 通讯员陈
欢欢 朱德权）7月27日下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举
办2020年度全县党员领导干部纪律教育专题班。
琼中县委书记徐斌带头授课，通过观看警示教育片
和现场授课的方式，开展为期一天半的纪律教育
专题培训，为全县500余名党员干部拧紧“纪律弦”。

本次专题班旨在带领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巩固
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在海南
自贸港建设大局中谋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广
大党员领导干部不断增强廉洁从政意识，筑牢防腐
拒变防线，激发持续奋斗的担当精神，以更好的状
态、更实的作风争创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琼中范例。

据悉，下一步琼中将结合省集中开展纪律教
育相关工作安排，开展警示教育展、廉政谈话、全
员谈心谈话、以案促改“回头看”等系列纪律教育
活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扫黑除恶进行时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记者良
子）7月27日下午，省扫黑办举行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2020年第三次新
闻发布会，通报我省扫黑除恶清零
攻坚战役阶段性成果，全省法院、检
察机关案件清零攻坚进展情况以及
公安机关侦办的一批涉黑涉恶重点
案件进展情况。

据了解，今年 4 月起，我省开
展全省扫黑除恶清零攻坚战役。
省扫黑除恶清零攻坚战役指挥部

统一指挥调度、挂图作战，各级各
有关部门扎实有效推进“三个清
零”“六个跟进”攻坚行动。截至7
月 24 日，全省 58 条重点线索中，
已核查反馈 56 条，清零率 96.6%；
30 起在侦在办涉黑涉恶案件中，
已侦结并移送检察机关起诉案件
27 起，清零率 90%；8 起立案侦办
待收网涉黑涉恶案件，已收网 6
起；15名目标逃犯，已抓获和劝投
7人；36件在诉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案件，已全部提起公诉，清零率
100%；122 件法院在审涉黑涉恶
目标案件，已依法审结 115 件，清
零率94.3%。

清零攻坚战役以来，全省新增
打掉涉黑涉恶团伙28个，破获各类
刑事案件35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638人，扣押、冻结涉案资产约18.22
亿元，新立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
伞”案件79件81人，原立案查结90
件97人，移送审查起诉8人。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截至2020年 7月24日，全省共
打掉涉黑涉恶犯罪团伙286个，其
中涉黑犯罪组织 44 个，涉恶犯罪
集团 89个，涉恶犯罪团伙153个；
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3207 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 4731 人，缴获各类枪
支 89 支，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
产近百亿元。全省检察机关起诉
涉 黑 案 件 80 件 、涉 恶 案 件 385
件。全省各级法院一审判决黑恶

案件 342起，罪犯 1959 人，处财产
刑 1.09 亿元，重刑 745 人；二审判
决黑恶案件124起，罪犯 1136人，
处财产刑约 6933 万元，重刑 514
人。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涉黑
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件 701 件
739人，作出处理580人，移送审查
起诉86人。

省委政法委有关负责人主持会
议，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相
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

全省累计打掉涉黑涉恶团伙286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4731人，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近百亿元

我省通报万宁文东清等涉黑涉恶团伙案件侦办情况

7月27日，在澄迈县瑞溪镇村内村，瑞溪供电所的电力工人赶到现场更换出现故障的变压器。当日，澄迈
县气象局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电力工人接到村民停电的反映后立即赶到现场，高温下挥汗抢修，服务好村里用
电的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村庄停电 快速抢修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王欣）7月27日下午，在省
扫黑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省公安
厅有关负责人通报了海南公安机关
近期侦办万宁文东清、澄迈符森涉黑
组织案和儋州陈吉镇、儋州吴云琥涉
恶犯罪团伙案情况。

陈吉镇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高利放贷 暴力催债

7月11日，在省公安厅的直接指
挥下，昌江公安局调集警力对儋州地
区以陈吉镇为首的涉黑涉恶犯罪团
伙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抓获团伙成员
陈吉镇、黄红平、陈剑锋等9人，查封
金行、典当公司等铺面4间、房产54
处、土地17宗，查扣小汽车11辆、金
银首饰一批（价值约1000多万元）、
现金20多万元，冻结陈吉镇等人所
掌控的5家公司的全部股权，注册资
本共计8467万元，冻结主要涉案账
户651个，资金400多万元。

经侦查发现，该团伙以陈吉镇名
下的儋州雄龙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为

据点，以经营典当业务为幌子，长期
在儋州地区以“砍头息”“利滚利”、虚
假债务等方式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垒
高借款债务，胁迫借贷人以土地、股
权、机械设备、车辆等财物作为抵押
担保并重新签订协议，当被害人无力
偿还欠款后，借助公证、仲裁和采取
暴力、威胁等手段进行催收，逐步吞
噬借贷人资产，数额特别巨大。该犯
罪团伙层级分明、分工明确，长期通
过敲诈勒索、强迫交易、暴力催收、从
事“套路贷”等违法犯罪活动，牟取非
法利益，涉嫌诈骗罪、强迫交易罪、敲
诈勒索罪、虚假诉讼罪等，通过高利
贷的模式放出资金及获取利润达3.6
亿元，受害人达上百人，严重破坏当
地的金融市场秩序和人民生活秩序。

目前，陈吉镇、黄红平等9人已
被昌江县公安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万宁文东清涉黑涉恶团伙
欺压村民 设赌牟利

今年4月，省公安厅采取异地

用警，指定五指山市公安局成立专
案组侦办万宁文东清涉黑组织案。

经侦查发现，自上世纪90年代
以来，以文东清为首的涉黑涉恶团
伙，以家族关系为纽带，采取财物
贿赂选民的方式上位，文爱精（已
故）、文爱春、文东清三兄弟先后担
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等职
务，长期把持基层政权，欺压村民，
侵蚀党的基层治理根基，并通过聚
拢家族宗亲及社会闲散人员，逐步
壮大势力，形成以文东清、文爱春
为组织者、领导者的涉黑组织。该
组织长期在万宁市后安镇等地区，
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实施
开设赌场、强迫交易、寻衅滋事、故
意伤害、故意毁坏财物等违法犯罪
活动，非法获取经济利益，为非作
恶，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群众，形成
非法控制，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
会生活秩序。

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已抓获涉案
犯罪嫌疑人37人，破获各类刑事案
件15起，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1.6
亿余元。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澄迈符森涉黑犯罪团伙
非法敛财 敲诈勒索

今年6月19日至21日，在省公
安厅的支持下，澄迈县公安局对以
符森为首的涉黑犯罪团伙开展集
中收网，先后在海口、澄迈等地抓
获犯罪嫌疑人10人，破获刑事案件
3起，冻结涉案银行账户 150 万余
元。

经侦查发现，2005 年至 2019
年期间，符森为达到扩大势力，称
霸一方，非法占有、聚敛更多黑色
收入的目的，纠集以符学辉、符学
军、符学民等同胞宗族兄弟为核心
骨干成员，以符晓、符学家、符学计
等前科劣迹人员为成员组成涉黑
团伙，在澄迈县福山地区多次以寻
衅滋事，故意伤害、敲诈勒索、诈
骗、职务侵占等为主要形式，实施
违法犯罪行为，在当地造成了极其
恶劣的影响。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儋州吴云琥涉黑涉恶团伙
强揽工程 霸占土地

今年初，省公安厅不断接到外单
位移交及相关群众举报，反映儋州市
以吴云琥、王天森、周立等人为主的
黑恶势力犯罪团伙，涉嫌故意伤害他
人、寻衅滋事等恶性案件，在建筑工
程领域强揽工程、霸占他人土地，长
期秘密经营、开设赌场，高利放贷，插
手民间纠纷、暴力讨债等一系列违法
犯罪活动。省公安厅领导高度重视，
指定由屯昌县公安局成立“6·16”专
案组进行侦办。

7月24日凌晨5时许，在省公安
厅的大力支持下，屯昌县公安局精心
部署，统一行动，对以吴云琥为首的
涉黑涉恶团伙在海口、儋州两地统一
进行集中收网。截至目前，公安机关
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6人，现场查获
现金10万余元、银行卡126张、车辆
6辆、借条40余张、白银金属块60余
斤，金银首饰、名表名包一批。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截至7月24日

我省开展扫黑除恶
清零攻坚战役以来

全省 58 条重点线索中，已核查反馈 56 条，清零率 96.6%

30 起在侦在办涉黑涉恶案件中，已侦结并移送检察机关起诉案件 27 起，清零率 90%

36 件在诉涉黑涉恶犯罪团伙案件，已全部提起公诉，清零率 100%

122 件法院在审涉黑涉恶目标案件，已依法审结 115 件，清零率 94.3%

全省新增打掉涉黑涉恶团伙28 个

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52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638 人

扣押、冻结涉案资产约 18.2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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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绿书签2020”
公益赠书活动启动

闲置图书送进村
本报海口7月27日讯（记者郭

萃）7月27日，海口“绿书签2020”公
益赠书活动正式启动。7月27日至8
月3日，海口市民可通过“饿了么”外
卖平台参与此次公益赠书活动，为乡
村青少年儿童捐赠闲置书籍。

此次活动旨在通过号召社会各界
共同努力为乡村青少年儿童输送内容
健康、积极向上的读物来弘扬“绿书签
行动”的理念，引导未成年人远离不良
低俗信息，帮助青少年在优秀的读物
中开阔眼界，形成多读书、读好书的良
好阅读习惯，保护乡村的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

2020年“绿书签行动”系列宣传活
动为期两个月，以“护助少年儿童健康
成长，拒绝有害出版物及信息”为主题，
结合进校园、进社区、进书城、进媒体、
进网站、进乡村、进执法部门的“七进”
形式开展，旨在大力弘扬绿书签行动理
念，积极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抵制和远
离非法有害出版物及信息，并呼吁社会
各界共同参与营造绿色、健康的文化环
境，保护少年儿童健康、茁壮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