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20年8月5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刘笑非 美编：孙发强 检校：王振文 苏建强A04 综合

■■■■■ ■■■■■ ■■■■■

大型石雕《红旗不倒》
落址六连岭
以雕塑艺术诠释红色精神

本报海口8月4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李牧）近日，一组大型主题雕塑《红旗不倒》落址在
万宁国家红色旅游景区和国家A级景区——六
连岭革命遗址，让游客们通过雕塑艺术感受海南
的红色文化。

该雕塑由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雕塑家陈学
博用新会红花岗岩创作而成，高6.6米，长10米，
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六连岭军民团结
一致，为革命奉献的历史场景与宝贵精神。

整座雕塑人物高低错落，上实下虚，像一座连
绵起伏的山岭。据介绍，左边的一组人物表现了
红军和老百姓亲切握手，体现了六连岭军民一家
亲的情景。中间的一组人物突出表现了抗日战争
时期的指战员及妇女干部的坚定形象，以此表现
六连岭在琼崖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地位，以及我
军将士信念坚定，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右边一组
人物为负伤的解放军战士，一位搀扶着另一位，眼
神聚焦前方，体现了革命者坚定的理想信念。该
组雕塑通过不同时期的人物肢体语言、服饰和表
情，深化主题；通过特定的材料，强化了雕塑的红
色主题。

■ 本报记者 谢凯 特约记者 刘钊

山路弯弯，流水潺潺，云雾绕山，满眼碧绿。
这里是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盛产茶叶，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当地大叶种茶的味甘清甜，飘香万里。

儋州市融媒体中心揭牌
“这里是儋州”客户端同步上线

本报那大8月4日电（记者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8月4日，儋州市融媒体中心揭牌成立，这是
我省首个地级市融媒体中心。“这里是儋州”客户
端同步上线运行，标志着儋州市媒体进入融合发
展、多元传播的新阶段，构建全媒体传播新格局。

儋州市融媒体中心围绕“新闻+政务+服务+
商务”的建设主线，突出移动优先，以先进技术引
领，重塑移动化采编发流程，打通全市各媒体终
端，开发建设了儋州客户端和融媒体系统平台，建
立起集“报、台、网、微、端、屏”等为一体的儋州市
融媒体传播矩阵。儋州市融媒体中心建有指挥调
度中心，协调指挥采写、分配新闻资源，实现统一
采访、多媒体播发新闻。“这里是儋州”客户端是由
儋州市委宣传部和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推进
的媒体融合发展和转型升级的融媒体产品，作为
儋州首个官方“融媒+”移动客户端，突出儋州特
色，强化“融媒+政务+服务+商务”等功能，提升
服务意识，力争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

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表示，融媒体中心要聚
焦儋州市委、市政府重要决策、重点工作、重大成
效，深入开展宣传报道，讲好儋州故事，传播儋州
声音，展示儋州形象，树立精品意识，大胆改革创
新，用心用情用力创作一批精品佳作，努力打造儋
州融媒体品牌。

本报海口 8月 4日讯 （记者陈
奕霖）连日来，《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和中新社等中央媒体纷纷聚焦
海南自贸港建设，从离岛免税新政
实施再次掀起免税购物热潮、采取
超常规举措谋划推进一批重大产业
项目建设、更开放的人才政策引来
一波人才落户、加强公务员队伍建
设等方面进行充分报道，点赞海南
高质量高标准推进自贸港建设的新
进展新亮点新作为。

《人民日报》8月 3日刊发题为
《政策活 消费火》的报道，聚焦海南
离岛免税购物新政实施后，离岛免税

的销售情况，并对销售金额和购物人
数双增长的“成绩单”进行分析，充分
展现了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新亮点新
作为。

报道中说，随着海南深入推进自
由贸易港建设，免税购物政策进一步
调整，拉动海南消费回暖、境外消费回
流。7月1日-27日，海关监管海南离
岛免税销售金额和购物旅客同比分别
增长234.19%、42.71%。

报道介绍，离岛旅客每年每人
免税购物额度提高至10万元、取消
单件商品8000元免税限额、大幅减
少单次购买数量限制的商品种类

……力度空前的政策调整，点燃了
海南离岛免税购物的热潮，拉动海
南消费回暖、境外消费回流。借助
大数据平台，实现精准监管；谋划增
加经营主体，扩大商品种类；力争汇
聚全球优质商品，惠及岛内居民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大背景
下，离岛免税购物政策焕发出新生
机，助力海南向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
目标不断迈进。

《光明日报》8月4日刊发报道《加
快重点项目建设 推动主导产业发
展》，着重关注海口市重点项目建设情
况，介绍了文明东越江隧道的重点项
目的建设进展和海口建立“红、黄、绿”
三色过程管控机制、建立抓落实“五
比”效果评估机制、在一线工人中开展

劳动竞赛等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加快建
设的好经验好做法，点赞海口今年以
来采取超常规举措克服疫情不利影
响，把项目建设作为加快推进海南自
贸港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具体行动来
抓，成效显著。

报道指出，今年以来，海口紧密围
绕海南自贸港建设目标打基础、补短
板，谋划推进一批契合自贸港建设需
要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并以园区为
重点，打造功能完善的产业承接高地，
协调推动三大主导产业稳步发展。一
批批基础性、战略性重大项目的建成
和开工，为海口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强劲支撑，也吸引了众多企业纷至
沓来。

8月1日至2日，中新社连续播放

《自贸港吸引来了“新闯海人”》《海南
提高公务员本领 服务自贸港建设》两
篇报道，关注海南引才工作和公务员
队伍建设。报道《自贸港吸引来了“新
闯海人”》中说，今年6月1日，《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发布，
随后一系列“先落户后工作”的更加开
放的人才政策实施，吸引了一拨“新闯
海人”落户。今年6月之后，海南省各
市县纷纷升级人才引进优惠措施，包
括购房、入户补贴等，加强人才引
进。报道《海南提高公务员本领 服
务自贸港建设》介绍，今年以来，海南
通过对公务员分等次考核、提升外语
水平、开展自贸港知识考试等方式，
多措并举提升公务员综合素质，推进
公务员队伍建设。

《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持续聚焦海南高质量高标准推进自贸港建设

海南自贸港亮点频现
中央媒体看海南

“情系琼台两岛 助力自贸港建设”
姻亲交流活动启动

本报海口8月4日讯（记者昂颖 特约记者
何光兴）为进一步凝聚乡亲乡情，加强与在台琼籍
乡亲的联谊交流，2020年“情系琼台两岛 助力自
贸港建设”姻亲交流活动于8月 4日在海口启
动。活动现场，30余名台湾琼籍大陆配偶参与活
动，共寻海南自贸港发展机遇，感受来自“娘家人”
的温暖和关怀。

启动仪式上，参加活动的台湾琼籍大陆配偶
们共同聆听了海南自贸港建设相关政策介绍，对
自贸港税收、贸易、投资、金融、入境等政策有了更
加深入的了解。

省台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
进一步加强与在台琼籍乡亲的联络，共享海南发
展机遇，让海峡两岸“婆家”与“娘家”关系更加紧
密。在为期五天的活动中，琼籍大陆配偶一行将
赴海口、琼海、陵水、三亚等地，参观考察海口江东
新区规划馆、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和美丽乡村。

本报海口8月4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马润娇）近日，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陈先福等70
人（其中19人为非组织成员）涉嫌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
犯罪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陈先福原
系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开发区
分局副局长，2016年6月辞职。在
任期间，拉拢商人黄钻东投资，在文
风村合作开设文峰石场。陈先福凭
借其公安局副局长的身份，作风蛮
横，逞强争霸，在石山地区恶名初
显。2007年7月，陈先福、陈先照指
使被告人陈先光等人将到文峰石场
闹事的王某君砍成重伤，以此影响
恶劣的案件为标志，陈先福黑社会

性质组织正式形成。
陈先福是该组织的组织者、领

导者，对组织的发展、运行、违法犯
罪活动进行决策、指挥、协调、管理，
掌控并分配组织非法收益。陈先
照、李勇、陈先光、王关伟、王业雄、
李照杰直接听命于陈先福，系该组
织积极参加者中的骨干成员。被告
人李经国、王厚军等17人积极参加
黑社会性质组织系该组织的积极参
加者。被告人陈保锐、李鑫等27人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并接受上级成
员的指挥、管理，参与组织的违法犯
罪活动，系该组织的一般参加者。

该组织通过非法采矿、强迫交
易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大肆敛财
逾10亿元。犯罪涉及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
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强迫交易罪等
12个罪名，导致1人重伤、1人轻伤、
1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造成海口石
山地区人民群众极大的心理恐惧。
为牟取暴利，该组织利用其在当地
的强势地位，对海口石山地区的石
料供应行业、领域形成非法控制和
重大影响。为寻求非法保护，该组
织以非法手段拉拢、腐蚀政府职能
部门有关领导干部充当“保护伞”，
导致该组织在海口石山地区长期大
肆实施非法采矿犯罪活动未被打击
处理。该组织把控村基层组织，大
量非法租地采矿，严重干扰、破坏了
海口石山地区人民群众正常的生
产、经营、生活秩序。

海南一中院以犯组织、领导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非
法采矿罪，非法经营罪，强迫交易
罪，寻衅滋事罪，妨害公务罪，容留
他人吸毒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对
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重婚罪等
罪名，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陈先
福有期徒刑25年，剥夺政治权利5
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名判处
其他50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5年至
2年 6个月不等刑期，并处没收全
部财产到1万元不等罚金；以非法
采矿罪、容留他人吸毒罪等罪名判
处19名非组织成员有期徒刑3年
至9个月不等刑期，并处5万元到1
万元不等罚金。

陈先福等70人涉黑案一审宣判
扫黑除恶进行时

本报海口8月4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马润娇）近日，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林宏等41人
（其中4人为非组织成员）涉嫌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
罪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1995年2月，林宏
因赌场问题与林某旺等人发生争执
后，伙同被告人林运俊及符和开（另
案处理）前往冯坡镇报复林某旺等
人，造成1人死亡、1人轻伤的严重
后果。1998年12月，林宏因犯故意
杀人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
林宏服刑一年左右就被保外就医，
在当地恶名初显。此后，林宏不思
悔改，又犯合同诈骗罪，2005年11
月被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4年，2008年 10月18日刑满
释放。2010年，林宏回到冯坡镇凤
尾地区，陆续纠集了刑满释放人员
和社会闲散人员在抱罗镇开设赌场
并实施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当地群
众称该团伙为“十爹这伙人”。2011
年底开始至2012年间，林宏指使吴
淑勇、符芳儒、王德安、邢锐等人要
求凤尾地区的尖椒收购商必须使用
其指定的纸箱打包尖椒，扰乱当地
生产经营秩序。至此，林宏黑社会
性质组织正式形成。

林宏对组织的发展运行，违法
犯罪活动进行决策指挥、协调管理，
掌握并分配组织非法收益，系该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
被告人周安球、吴淑勇、吕书宝、邢

锐、王升坤、云天华、符强直接听命
于林宏，多次积极参与黑社会性质
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是该组织的
骨干成员。被告人符芳儒、邢福植、
陈文孝等8人多次积极参与组织的
违法犯罪活动，是该组织的积极参
加者。被告人潘在旺、吴多福、云大
安等21名被告人明知该组织以实
施违法犯罪活动为基本活动内容，
仍加入并接受组织的领导和管理，
系该组织的一般参加者。

该组织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获取经济利益达2900万余元，通过
暴力、威胁等手段，为非作恶，欺压、
残害群众，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
6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造成当地人
民群众极大的心理恐惧。该组织在

文昌市凤尾地区一带实施的犯罪活
动严重扰乱了当地及周边地区的经
济、社会生活秩序，形成极其恶劣的
社会影响。

海南一中院以犯组织、领导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寻
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非法采矿
罪，强迫交易罪，开设赌场罪，非法
占用农用地罪，容留他人吸毒罪，
非法侵入住宅罪，行贿罪，强奸罪
等罪名，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林
宏有期徒刑25年，剥夺政治权利3
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犯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判处
其他40人有期徒刑18年到1年不
等刑期，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到
1万元不等罚金。

林宏等41人涉黑案一审宣判

乐东陈运毛涉恶犯罪
团伙成员快来自首

本报抱由8月4日电（记者良
子 通讯员田和新）8月3日，乐东黎
族自治县公安局发布通告，号召广
大群众和社会各界检举揭发陈运毛
涉恶犯罪团伙违法犯罪线索。

近期，在省公安厅的直接指挥
下，乐东县公安局对以陈运毛为首
的涉恶犯罪团伙成员实施集中收网
行动。目前已先后抓获陈运毛、冼
世民、陈文、陈太富、陈才啸、吴雄
喜、崔道华等13名犯罪嫌疑人。经
查，该团伙长期盘踞在乐东县莺歌
海地区，多次实施故意伤害、寻衅滋
事、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行为，牟取
非法利益，严重扰乱当地社会秩序。

为了进一步深挖犯罪，严厉打
击该犯罪团伙，公安机关号召广大
群众和社会各界举报以陈运毛为首
的犯罪团伙违法犯罪及“保护伞”线
索，对举报线索及举报人，公安机
关将严格保密，线索一经查实，将
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奖励。凡对举
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将依法从
严、从重惩处。

通告要求，自本通告公布之日
起至2020年 8月15日前，主动投
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
从轻或减轻处罚。若在规定期间内
拒不投案自首或继续为非作恶的，
将依法严惩。

该团伙成员亲友应积极规劝其
尽快投案自首，经亲友规劝，陪同投
案或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
送投案的，视为主动投案。

联系人：刘警官13876453310
耿警官18389256839

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安局扫黑办：
0898—38380035

虽说如今有着茶叶这个致富
“法宝”，但多年前的毛纳村村民却
被贫穷牢牢地困住了。

过去，毛纳村并没有水泥路，
进村子要走“一趟下去就陷入半个
身子”的泥巴路；“客人来了无好
酒，生姜盐巴蘸着吃。”说起苦日
子，王柏和的妻子叹了口气说，大
家唱的黎族歌曲里都表达着对贫
穷的无奈。“住的是茅草屋，一下雨
就整宿睡不着。”王柏和说，交通的
不便、环境的恶劣压得村民们喘不
过气来。

得益于不断推进的美丽乡村建
设，从2015年开始，毛纳村迎来发
展转机，大量资金投入，让村子修了
路、建了桥，更新了基础设施。

2017年，村道和游客服务中心
及附属基础旅游设施建成；2019年
2月，村里的水面桥改成了宽阔的
大桥；同年8月，村里引进了电影产
业公司……

渴望的好日子来了，但村民们
深知“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道理。
在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带领下，
毛纳村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依靠榜样力量，动员村民营造良

好的生活习惯：清理杂草、垃圾，保
留瓦房等历史建筑，种植花草树木，
拆除危旧房……

而今焕然一新的毛纳村美不胜
收，吸引不少游客慕名来“打卡”。

“据我们初步估算，2019年一年的
游客量达到5000多人次。”孙成才
说。7月14日晚，省脱贫致富电视
夜校首次外景演播室设在这里；7
月28日，2020全国抗疫英雄海南
行暨海南自贸港全国重点网媒推介
五指山专场活动来到这里……

过去一个月，这个黎族村寨举
办了各类活动，村庄瞬间热闹起
来。在这里，看黎族舞蹈、尝黎家竹
筒饭、赏雨林风光。独特的山水环
境也让毛纳村得以引入社会资本，
发掘特色民俗文化，开发电影拍摄、
民族文化研学等产业。未来，国家
级草地掷球基地、电影实景拍摄基
地、特色民族表演等景点将让游客
流连忘返，醉情其中。

借助旅游产业和茶产业结合，
充分发掘民族生活方式、文化价
值，毛纳村的小康路将走得更宽，
更广。

（本报五指山8月4日电）

8月4日上午，小雨未停，毛纳村
村民王柏和带着海南日报记者参观他
的“和茹手工茶坊”，介绍茶叶制作的
流程。“杀青、发酵、烘干……”指着竹
篓里的茶叶王柏和笑着说：“谁能想到
种茶能带领全村奔小康。”

“我种了 36 亩的茶树，每年 1
月-11月都是采茶期，每亩能产茶青
约200斤，一年下来种茶收入约有10
万元左右。”谈起收入，56岁的王柏
和满脸是藏不住的笑容：“家里的二
层小楼没贷款，是自己奋斗出来的！
多亏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村里如今也
建得很漂亮，游客多了，茶青一斤能
卖48元呢。”

如今，毛纳村有超过70%的农户
种茶树，村子里有480多亩茶园，已然
成为毛纳村的产业支柱，也成了村民

致富的“法宝”。每到收茶季，每斤近
30元的茶青远销国内各地。

顺着蜿蜒的村道行走，一幢小别
墅样式的新房是脱贫户王进友2016
年建的新家。“有了4.1万元的危房改
造补助，房子提前完工，还得到4000
多元的奖励，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说到这，老王的眉头立马舒展开来。

过去，王进友一家8口人挤在一
间破旧瓦房里，日子过得艰难。“没啥
本事只能靠种些水稻、槟榔谋生，孩子
上学了压力更大……”说起过往，老王
有些惭愧。在2015年，他被纳入建档
立卡贫困户。

在精准脱贫政策的支持和驻村工
作队的帮扶下，王进友发展起茶叶种
植、酿酒等产业。而今依托乡村旅游产
业，种茶和酿酒让他过上了好日子。“种

茶树的收入一年有近1万元，加上卖米
酒的钱，足够脱贫了！”王进友说。

“茶叶成了特色产业，村子又是美
丽乡村旅游点，现在一到周末就有大
量游客来这里品茶购茶、购买农产品，
老百姓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入。”毛纳
村所在的毛脑村驻村第一书记孙成才
说，靠着茶叶，毛纳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都实现了脱贫，去年全村人均年收入
达到1.2万元，有的农户甚至靠着茶
叶年入50万元。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五指山
农产品的金字招牌，2019年，省委外
事办把毛脑村各村民小组产出的优质
红茶作为礼物赠送给博鳌亚洲论坛的
国内外参会嘉宾。

村民们都说，我们的幸福是在党
和政府的领导下奋斗出来的。

五指山市毛纳村种致富茶、吃旅游饭、奔小康路

干出来的变化 拼出来的幸福
好发展，是干出来的！

好生活，是拼出来的！

走向我们的 ·扶贫印记

白沙今年已发放务工奖励补贴1万余人次

简化申领程序
激发就业积极性

本报牙叉8月4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陈权）8月4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白沙黎族自治县
脱贫攻坚指挥部获悉，今年截至7月底，白沙共发
放外出务工奖励补贴10541人次，累计发放2493
万元，与上年度同比增长3.5倍，有效激发贫困劳
动力就业的积极性。

“采取‘乡镇审核，就业部门发放’的模式，优
化简化务工奖补申领程序，全面落实务工奖补政
策。”白沙脱贫攻坚指挥部就业扶贫办公室有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以来，为积极应对疫情对贫困劳动
力外出务工的影响，白沙积极与各用工企业沟通，
开展“点对点”就业服务专项工作，通过“点对点”
包车输送服务，确保农民工安全健康到岗。经统
计，今年白沙共向外输送农村富余劳动力595人，
其中贫困劳动力为298人。同时，白沙由乡镇负
责对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奖补申请材料进行审
核，就业部门根据乡镇审核报送人员名单录入系
统，即可发放外出务工奖励补贴。

据悉，自2018年以来，白沙通过举办“春风行
动”、现场招聘会、就业宣讲会共计95场，吸引了
611家企业入场招聘，累计提供就业岗位24148
个，与企业达成务工意向为1774人。与此同时，
白沙还加大扶贫基地（车间）建设力度，截至今年
7月底已挂牌成立24个扶贫基地（车间），吸纳贫
困劳动力就业达305人。此外，白沙今年还安排
了2470个扶贫公益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