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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良子
邓海宁 特约记者周平虎 通讯员陈
烽）9月5日晚至6日凌晨，海南全省公
安多警种联动，集中开展整治酒驾“百
日行动”，当晚，共查处酒后驾驶233
起，其中醉驾47起。为有效震慑酒后
驾驶严重交通违法犯罪行为，省公安
厅交警总队公布当天查处的第一批酒
驾人员名单，读者可扫码查看。

针对近期全省范围内酒驾醉驾违
法犯罪和事故多发态势，为全力防范
因酒驾醉驾导致的道路交通事故，切
实保障我省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省公安厅决定于2020年9月5
日至12月15日，在全省范围内通过集
中用警、多警联动等方式，集中开展整
治酒驾“百日行动”。

其中，海口市公安局于9月5日晚
组织交警、治安、特警、城警等多警种

共1000余名警力查处酒驾醉驾。海
口市公安局依托“路长制”勤务机制，
在该市海府路、白龙路等27个重点路
段以及永兴镇等9个乡镇开展了酒驾
整治行动。截至9月6日凌晨，首次行
动共查处交通违法行为434起，其中酒
驾醉驾52起（酒后驾驶34起，醉驾18
起），其他违法行为382起，查扣小汽车
15辆，电动车17辆，摩托车3辆。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负责人表示，
整治期间，对酒驾醉驾等违法犯罪行
为一律顶格处罚，对情节严重、危险
程度高、社会危害大、严重危及公共
安全的醉驾行为，一律从重惩处，依
法判处实刑。对酒驾醉驾人员一律
通过新闻媒体及时公布，并推送至征
信管理部门；对党员、国家工作人员
酒驾醉驾行为，及时通报当地纪检监
察部门。

海南整治酒驾“百日行动”启动

首日查处酒驾233起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陈蔚
林）9月7日，我省中小学校除高一之
外的年级将迎来新的学期。海南日
报记者9月6日从省教育厅获悉，近
年来，我省各地加大教育投入，仅今
年秋季学期开学的新建或改扩建小
学、初中、高中就有41所，为缓解城
区学校“大班额”现象，让乡镇百姓在
家门口上好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统计，义务教育阶段，全省新
增（含改扩建）小学、初中共33所，新
增学位3.4324万个；高中教育阶段，
全省新增（含改扩建）高中8所，新增

学位5554个。其中，海口、临高、乐
东等市县建设力度最大，仅海口就新
建了2所小学、3所初中、3所高中，同
时改扩建了7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中小学校“上新”力度如此之大，
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韩小雨分
析认为，首先是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海南省中小学教育发展布局规划
（2020-2035年）》，要求各市县政府
在本规划和地区总体规划指导下，制
定本地区中小学教育发展布局专项
规划；其次是省教育厅通过开展“大
班额”治理工作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的评估验收，倒逼各市县政府加大教
育投入，新建学校和改善办学条件。
各市县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省政
府和省教育厅部署安排，根据人口增
长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积极主动地
新建或改扩建学校。

韩小雨特别提到，近几年我省着力
推进“一市（县）两校一园”优质教育资源
引进工程，目前已有48个项目落地办
学，还有50余个项目正在引进或洽谈。
这些项目的到来，将为海南百姓带来优
质教育资源，为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推
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助力。

临高37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标准化建设项目竣工

本报临城9月6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王逵）海南日报记者9月6日从临高县有关部门
了解到，该县今年全力推进45个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标准化建设项目，目前已竣工37个，未竣工的
8个装配式项目已完成工程量的90%以上，预计
将在今年10月底完工并投入使用。

近日，记者在临高县红华中心卫生院住院楼
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看到，该项目建设已经进入收
尾阶段。据了解，红华中心卫生院住院楼建设项
目是临高县于2019年开工建设的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标准化建设项目之一，去年8月开工建设，总造
价1052.37万元，建筑面积2707.06平方米。

据悉，临高共有46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
化建设项目，概算总投资1.8亿元。其中2018年
项目1个，2019年项目45个，包括12个装配式项
目，16个配套改造项目，15个村卫生室项目，2个
周转房项目。临高县严格按照“标准统一、政策统
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管理办法统一”，确保前
期方案和计划细致，全力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标准化建设，确保10月全部竣工交付使用。

定安首所
特殊教育学校揭牌

本报定城9月6日电（记者叶媛
媛 通讯员王丽云）9月6日上午，定安
县特殊教育学校正式揭牌，这是定安
县开办的首所特殊教育学校。

定安县特殊教育学校将开设生
活语文、生活适应、康复训练、运动保
健等课程，教授学生基本文化知识和
生活技能，提高残障儿童素质，为残
障儿童今后平等融入社会生活创造
条件。

“学校将于今年秋季开始招生，目
前已招收28名住校就读的智障和自
闭儿童、9名‘送教上门’智障儿童。”
定安县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吴长荣介
绍道。

此次特殊教育学校的成立不仅
填补了定安公办特殊教育学校的空
白，也为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保
障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优质教育奠定
良好基础。

海南中小学校今秋“扩容”
本学期开学的新建或改扩建学校达41所

9月5日，海
口交警对驾驶人
（左）现场进行吹
气式酒精测试。

（图片由海口
市公安局提供）

扫码查看海南日
报融媒体产品《海南
中小学“上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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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图书馆网借平台
“海图借书”上线
免押金、免办卡、线上借、送到家

本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郑晓菲）海南省图
书馆于近日正式上线网借平台“海图借书”，读者
可通过手机微信端、支付宝端线上进行图书借阅，
坐等图书快递到家，实现了“免押金、免办卡、线上
借、送到家”的轻松借阅模式。

据介绍，“海图借书”网借平台经过试运行后，
全新升级并正式上线提供服务，有助于推进全民
阅读、方便读者借书，同时解决疫情防控期间因限
流、预约入馆等给读者带来的不便。

网借图书包括文学、小说、历史、法律、经济、艺
术、少儿等类别，共计5万多册。平台优化升级后，
界面活泼新颖，为读者提供了更友好、更方便的操
作体验。全新升级后的“海图借书”可支持全省读
者通过网借平台进行下单借书，无须支付办卡押
金，即可在家坐等送书上门，海口市内借1册至3
册邮寄费为4元，海口市以外各市县借1册至3册
邮寄费为5元，详细情况请关注平台内借阅规则。

省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网借平台的开通，
不仅为读者提供了菜单式、个性化服务，也节省了
读者到馆借书的宝贵时间和通勤费用。随着网借
平台“海图借书”全新升级，省图书馆也为读者准
备了包括“免邮日”在内的限时优惠活动。

海南检察机关全面履行“四大检察”职能，全力服务保障自贸港建设——

创造一流业绩 提供一流服务 树立一流形象

5件案例入选公益诉
讼典型案例，在全国检察
机关“守护海洋”检察公
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总
结会上作经验介绍；

坚持除恶务尽，深入
开展举报线索核查清仓
见底行动；

在全国首创以发布
决定的方式赋予调用检
察人员法律身份，得到最
高检主要领导的充分肯
定，并以专刊形式在全国
推广；

……
今年以来，在省委、

省政府和最高人民检察
院的坚强领导下，省检察
院带领全省检察机关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4·13”重要讲话和中
央12号文件、《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精
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法治自觉、检察自觉，把
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宪
法法律赋予职责落实到
位，为高质量建设海南自
贸港提供坚强有力的检
察保障。据悉，今年来，
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各
类案件8484件，研究制
定的294项年度目标任
务正有序推进。

立足检察职能
更加主动优化营商环境

“海南自贸区和自贸港的建设，离
不开一个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
环境。”省检察院主要负责人表示，海南
检察机关尽心竭力保障国有企业改革发
展和民营经济发展，先后出台服务措施，
为海南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同时，
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

积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依法严惩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洗钱、逃
税、骗取出口退税等金融领域犯罪及衍
生经济犯罪，共批捕5人、起诉36人，依
法办理罗某等8人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
算业务涉案金额达17亿元的“地下钱
庄”案；

认真落实高检院“三号检察建议”，
与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人民银行海
口中心支行和省银行保险业监督管理局
召开座谈会，通报近三年金融犯罪案件
办理情况，全面分析金融监管漏洞，推动
强化监管、源头防控；

……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营商环境，是海

南的“两大本钱”和核心竞争力。海南检
察机关严厉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
行为，特别是探索在管辖海域面积大、距
离海洋路程近、属我省海洋开发重点规
划区域的沿海派驻检察室，挂牌增设海
洋检察室，构建起沿海一圈、陆海统筹、
网格管理、无缝衔接的海洋生态保护检
察监督体。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14个海洋检察
室。自挂牌以来，海洋检察室共开展海
洋生态环境巡查717次，收集涉海公益
诉讼线索398件，有力铸起一道“检察
蓝”守护“海洋蓝”的司法护盾。

脱贫攻坚，是建设自贸港的底线目
标。海南检察机关尽心竭力保障打赢精
准脱贫攻坚战，对因案致贫、因案返贫的

“应救尽救”，共向23名因案致贫返贫的

刑事被害人发放司法救助金35.9万元。

制度创新发力
更加主动服务民营经济发展

“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国家法律
监督机关，在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服务民
营经济发展、保障民营企业权益方面责
无旁贷、重任在肩，必须把加大对民营经
济司法保护力度作为重中之重加以落
实。”省检察院主要负责人表示。

坚持把民营企业的事当作“自家
事”，海南检察机关在出台服务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的16条措施的同时，今年研究
出台《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健全
涉民营企业案件办理机制的规定》，坚持

涉民营企业案件快速反应、优先办理。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省检察机关

严厉打击侵犯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负责
人合法权益的犯罪，共批捕86人、起诉
206人。依法惩治企业内部“蛀虫”，共
批捕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民营企业内
部人员职务犯罪15人、起诉23人。特
别是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坚定、明确
提出对涉嫌犯罪的民营企业负责人能不
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
就提出宽缓量刑的建议，依法对涉罪民
营企业人员不捕和不诉3人。

在强化办案的同时，海南检察机关
还主动延伸检察工作服务触角，依托派
驻工商联检察工作站为有效载体，建立

“检察+工商联”常态化沟通联系机制，

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搭建服务平台。截至目前，全省共

设置23个派驻工商联检察工作站，为民
营企业精准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894
次，接受工商联移送线索69件，会同工
商联开展民营企业法制培训和宣传
116 次。

聚焦重点领域
更加主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今年来，海南检察机关把平安海南
建设作为极重要的工作紧紧抓在手上，
多措并举保稳定，上半年共批捕各类刑
事犯罪3633人，起诉6590人。

扫黑除恶，打出声威——

全力投入“清零”攻坚战役，统筹调
度全省办案力量，组建办案专班，进行大
要案攻坚。上半年，共批捕453人、起诉
920人，37件重点跟进攻坚的涉黑恶案
件全部审结，依法起诉11个涉黑犯罪团
伙。

禁绝毒品，从严从快——
全力投入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

共批捕329人、起诉676人，同比分别下
降73%、51%。在第一轮全省禁毒三年
大会战表彰中，省检察院第二检察部等
5个集体被授予“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
先进集体”称号，16名干警被授予“全省
禁毒三年大会战先进个人”称号。

打击犯罪，利剑出鞘——
加大惩治电信网络犯罪力度，重点

惩治网络高利贷、侵犯公民隐私等违法
犯罪，共批捕361人、起诉424人，同比
分别上升101.7%、84.3%；

全面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共批捕
241人、起诉497人。坚持“最高检一号检
察建议一把手”抓落实，省检察院主要领
导带队深入一线了解情况、督导重大案件
办理，提出理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的领导
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
等建议，得到最高检、团中央和省委充分
肯定，省委专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预
防我省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

……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随着海南自

贸港建设的深入推进，如何提供更好的
检察服务和检察产品，是海南检察机关
必须回答的一道时代考题。

省检察院强调，全省检察机关将紧
紧围绕“强监督、抓重点、补短板、创一
流”今年检察工作主题，全面协调充分
履行“四大检察”职能，结合开展的“我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
献”“检察监督能力提升年”活动，大力
弘扬特区精神和椰树精神，奋力建设一
流班子、带出一流队伍，干出一流工作、
创造一流业绩，提供一流服务、树立一
流形象。
（策划/江城 撰文/江城 王佳艺 杨帆）

检察官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法律服务。 （图片由省检察院提供）

抢抓新机遇 奋进自贸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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