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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进行时

本报抱由10月19日电 （记者
良子）10月18日，在海南省公安厅的
直接指挥下，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安局
对以石奇兴、石海河为首的涉黑涉恶
犯罪团伙实施集中统一收网行动，已
抓获石奇兴、石海河、石奇鹏、石海涛
等15名犯罪嫌疑人。

经查，该团伙长期盘踞在乐东黎
族自治县佛罗镇新安村一带，通过有
组织地实施非法占用农用地、职务侵
占、寻衅滋事、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
活动，横行乡里，为非作歹，牟取非法
利益，严重破坏当地社会、生产生活
秩序。

为进一步深挖犯罪，彻底摧毁该
犯罪团伙，乐东警方现号召广大群众
和社会各界打消顾虑、划清界限，积
极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检举揭发以石
奇兴、石海河为首的涉黑涉恶犯罪团
伙违法犯罪及“保护伞”线索，经查实
线索有效并经司法程序认定的，将按

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并对线索检举
者个人信息严格保密；凡对举报人进
行打击报复的，将依法从严、从重惩
处；对于包庇、窝藏团伙成员，为其逃
避打击提供便利条件的，将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同时，公安机关正告石奇
兴、石海河犯罪团伙涉案成员认清形

势，放弃侥幸心理，主动到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违法犯罪事实，
争取宽大处理。

本报那大10月19日电（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李珂 通讯员罗凤灵
马康）10月16日，海南省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对被告人吴挺森等人涉黑犯
罪一案依法进行一审宣判，吴挺森犯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12宗
罪，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25年，剥

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其余24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
1年3个月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经法院审理查明，1989年以来，
吴挺森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聚众
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敲诈勒索、
故意毁坏财物、串通投标、强迫交易、

妨害公务、诈骗、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
用权、非法采矿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
动，获取非法经济利益，用于维系黑社
会性质组织的运行和发展，违法犯罪
多达63起，在一定区域和行业内形成
非法控制和重大影响。这一黑社会性
质组织以吴挺森为首，骨干成员基本

固定，组织成员人数众多，盘踞万宁市
万城地区30年，长期通过暴力、威胁等
手段，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称霸
一方，对万城地区群众造成心理恐惧，
使群众安全感下降，严重破坏当地生
产经营秩序和社会稳定。

该案的依法审判，严厉打击了吴

挺森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长期把持
万城地区农村基层政权，欺压、残害
群众的嚣张气焰，铲除了这一黑社会
性质组织的经济基础，有效维护万城
地区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保障万宁
市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为海南自贸
港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海南二中院对吴挺森等人涉黑案一审宣判
首犯被判有期徒刑2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乐东石奇兴、石海河涉黑涉恶犯罪团伙15人落网
举报违法犯罪线索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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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可口可乐举办环保活动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由海南太古可口可

乐举办的天下无废绿色生活系列环保主题活
动暨不“瓶”凡展近日在百方广场落幕，通过举
办PET瓶回收后再生价值的生活环保理念宣
讲等活动，进一步宣传和普及环保公益，推行
绿色生活，形成全民共同参与建设绿色城市的
良好氛围。

包装，尤其是一次性包装，近年来都是高度关
注的社会话题。太古可口可乐致力于实现包装可
回收、尽回收和再利用。尤其是PET瓶可回收再
造成塑料颗粒，之后再进行拉丝、纺纱、织造等流
程，可以做成品种丰富的面料，满足不同穿着或使
用的需求。活动现场，还展示了用回收瓶做成的
衣服、背包等文创产品。

作为签署《新塑料经济全球承诺》的可口可
乐装瓶合作伙伴，太古可口可乐推出轻量化包
装和无包装（如加水站）的方式，尽可能减少一
次性包装的使用，并对原有包装进行重新设计，
以确保在技术上方便回收和再利用，使用有材
料价值且更有可能被回收的材料，增加包装中
的可回收物料含量，从而满足包装材料回收的
需求。

海南法治文艺进校园
巡演在海口启动
将在10个市县巡演27场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
谢芳）10月19日，2020年“为了明天——海南省
法治文艺进校园”巡演活动在海口市琼山中学启
动，500多名师生现场观看了演出。本轮巡演场
次将安排27场，在海口、三亚、儋州、定安等10个
市县演出。

本轮巡演通过《这种义气要不得》《钱虽少事
不小》《被贷款摧毁的青春》《给我一个家》《万万
没想到》《深陷毒途》《沉痛的教训》7个情景小
品，以生动的语言、极富感染力的表演展示当前
未成年人教育中的突出矛盾和困惑，引导青少年
遇事找法，崇尚法治、信仰法治。同时在演出互
动环节，邀请北京盈科（海口）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曾小寿律师就“套路贷”“毒品”“黑恶势
力”“校园欺凌”“家庭暴力”“电信网络诈骗”等
热点话题为师生答疑解惑。海南省普治办、省司
法厅相关负责人向在场学生寄语：“人生没有什
么比遵纪守法更重要，没有什么比孩子们的健康
成长更重要。”引导同学们既要勇于肩负责任、
捍卫荣誉、热爱国家，又要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相信法治、维护法治。

据了解，“为了明天——海南省法治文艺进校
园”巡演活动自2013年开展以来，不断更新节目
内容、创新宣传形式，迄今已通过417场演出在全
省近70万中小学生心中播撒下遵纪守法的种子，
成为了海南省法治宣传教育领域的一张名片。

该巡演由海南省普治办、省司法厅主办，海
南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协办，各市县司
法局承办。

文昌举办禁毒宣讲团
师资力量培训班

本报文城10月19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
员潘碧雯）为推动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严教
工程”的深入开展，进一步促进毒品预防教育师
资队伍力量规范化、专业化、科学化，不断提升
文昌市禁毒宣讲团师资队伍教育教学质量水平，
日前，文昌市禁毒办、文昌市教育局在市青少年
活动中心联合举办文昌市禁毒宣讲团师资力量
培训班。

培训班特邀全国青年讲师、海南省学校毒品
预防教育协会副会长汪腾授课，内容涉及毒品预
防教育的基本知识、历史回顾、政策法规、案例分
析、互动式教学等，注重实效，形式多样。

文昌市禁毒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此次培
训班旨在培养禁毒宣讲专业师资队伍力量，提升
宣讲团成员专业水平，高质量、严要求推进禁毒宣
传“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单位、进家庭、进场
所、进社区、进农村”八进活动。

活动现场，参训人员纷纷表示，将以高度的责
任感、使命感、荣誉感参与禁毒宣传教育工作，服
务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记者罗
霞）海南日报记者10月19日从省市场
监管局获悉，今年第三季度海南食品安
全监督抽检样品合格率为96.4%，不合
格食品问题涉及农兽药项目等方面。

第三季度，省市场监管局共完成
2477批次食品样品监督抽检，其中检
验项目合格的样品2388批次，不合格
样品89批次。抽检冷冻饮品123批

次，合格110批次；抽检食用农产品
1220批次，合格1156批次；抽检粮食
加工品130批次，合格126批次；抽检
乳制品66批次，合格65批次；抽检餐
饮食品599批次，合格594批次；抽检
饮料144批次，合格143批次；抽检糕
点195批次，合格194批次。

抽检发现的主要问题为：一是检
出农兽药项目不合格食品64批次，占

不合格食品总数的71.91%，涉及的食
品种类为食用农产品；二是检出微生
物污染食品14批次，占不合格食品总
数的15.73%，涉及的食品种类为冷冻
饮品、餐饮食品、糕点；三是检出超范
围、超剂量使用食品添加剂食品5批
次，占不合格食品总数的5.62%，涉及
的食品种类为粮食加工品、餐饮食品；
四是检出重金属等元素污染物食品4

批次，占不合格食品总数的4.49%，涉
及的食品种类为餐饮食品；五是检出
质量指标不合格食品2批次，占不合格
食品总数的2.25%，涉及的食品种类为
冷冻饮品、乳制品；六是检出其他污染
物 1 批次，占不合格食品总数的
1.12%，涉及的食品种类为饮料。

针对监督抽检中发现的问题，我
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经采取措施

依法予以查处，并责令食品生产企业
查清产品流向、召回不合格产品、分
析原因进行整改；责令食品经营环节
有关单位立即采取下架等措施防控
风险；责令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
开办者查清进货渠道、产地等信息并
向相关部门报告；责令食用农产品销
售者对不合格产品立即采取停止销
售等措施防控风险。

我省抄表到户改造过渡期间

居民可自主选择
合表电价或阶梯电价

本报海口 10月 19日讯 （记者梁振君）省
发展改革委10月 19日披露的信息显示，为了
顺利推动住宅小区抄表到户改造工作，在住宅
小区抄表到户改造过渡期间，电网公司对改造
接收的住宅小区居民用户，根据用户便利原则，
可以自主选择居民合表电价或居民阶梯电价，
但要保持相对稳定性，电价标准按现行电价政
策执行。

省发展改革委发布的通知要求，海南电网有
限责任公司要周密安排，精心组织，做好抄表到户
改造过渡期间临时电价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和效
果跟踪，妥善处理好临时电价政策执行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并及时反馈。

根据省住建厅近日印发的《关于推进2015
年11月后用电报装的存量住宅小区电力抄表到
户工作方案》，用电报装在2015年 11月 1日后
的住宅小区，计划于2021年6月底前基本完成
抄表到户改造任务。

第三季度海南食品抽检合格率为96.4%

检出糕点乳制品等6类不合格食品

10月16日，在位于万宁市
礼纪工业园的海南派成铝业公
司礼纪生产基地，车间内一派忙
碌，100多名工人正有条不紊地
加工铝合金门窗产品，叉车在车
间内来回穿梭，电机声、捶打声
不绝于耳。随着市场的逐渐活
跃，该公司迎来一波订单高峰，
一批批铝合金门窗被运往海口、
琼海等地的建筑工地。

派成铝业是万宁首家发展
绿色环保建材工业企业，该基地
占地200亩，共投资3.5亿元，
年产值约15亿元，建设内容包
括铝合金门窗、帷幕墙加工安装
工程等。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赶订单 忙生产

本报三亚10月19日电（见习
记者高懿 记者周月光）垃圾分类如
何推行？三亚市引进智能装备，在6
个社区开展试点，运用大数据分析，
通过行为激励，引导市民积极配合
垃圾分类。19日上午，海南日报记
者现场采访试点社区垃圾分类。

董亚文是三亚市天涯区金鸡岭
社区居民。上午10点，他拎着一个
旧鸟笼，来到社区一个智能垃圾投
放箱前，拿出一个卡先扫码，然后点
击屏幕上“其它垃圾”字样，旁边写
着“其它垃圾”字样的盒盖立即打
开，他准备将鸟笼扔进去。这时，旁
边一位引导员提醒他：鸟笼里有两
只死鸟，应分开扔到“厨余垃圾”桶
里；鸟笼是铁制的，正常应扔到“金
属回收”垃圾桶里，但由于已经被污
染了，只能扔到“其它垃圾”桶里。

“原来是这样的，又长知识了。”
董亚文说，又点击屏幕，“厨余垃圾”
桶盒盖打开，先把两只死鸟扔进去，
再把鸟笼扔进“其它垃圾”桶里。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智能垃
圾投放箱上标识有“厨余垃圾”、“其

它垃圾”、“纸类回收”、“塑料回收”、
“金属回收”、“外卖垃圾”等字样，每
个字样后都有一个垃圾桶。现场有
工作人员引导市民分类投放垃圾。
时不时有市民拎着多个垃圾袋前来
刷卡扫码，打开不同的垃圾桶盖扔
不同的垃圾。

据了解，金鸡岭社区垃圾分类
试点9月1日开始，全区共约7000
户，每隔100米放置一个智能垃圾
投放箱，供250-300户居民使用。

“智能垃圾投放箱具有大数据
记载分析功能，谁投入垃圾、投入
什么垃圾、投入多少垃圾等都有记
载，通过分析数据知道垃圾分类进
展情况、存在的问题等。”天涯区垃
圾分类项目运营总监李亁说，目前
共有5458户注册办卡，总投递次
数42510次，分类正确率逐步提升
到64%，进展情况比预想的要好，
大部分市民都积极配合垃圾分类
工作。

为鼓励市民参与垃圾分类，天
涯区设计激励机制，根据市民所扔
垃圾的种类和数量，智能垃圾投放

箱给出不同的积分，工作人员将“可
回收物”出售产生的收益，购买大
米、食用油、洗衣液等生活用品，按
照积分高低奖励反馈给市民。

在金鸡岭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服
务中心大屏幕上面，海南日报记者
看到9月1日以来回收垃圾明细表：
纸类垃圾1410.59公斤、金属垃圾
207.5 公斤、外卖垃圾 3081.21 公
斤、塑料垃圾381.7公斤……屏幕下
面是居民分类扔垃圾积分排行榜，
排行榜底下有两个数字：已兑换积
分1万分，未兑换积分10.7万分。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遇到三
亚市人大代表在金鸡岭社区检查垃
圾分类进展情况。

“推行垃圾分类，以前我觉得三
亚要走的路可能比较长，今天看到
金鸡岭社区的做法，我觉得三亚垃
圾分类之路会走得更快。”三亚市人
大代表王芳说，设计垃圾分类激励
机制，有力调动市民配合支持垃圾
分类工作；利用智能装备进行大数
据管理，使垃圾分类更方便更快捷，
正所谓是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关注垃圾分类

10月19日，金鸡岭路社区居民用垃圾分类积分
兑换礼品。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10月19日，在三亚金鸡岭路社区智能垃圾分类投放点，居民
正在分类投放垃圾。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三亚试点用大数据推行垃圾分类

刷卡刷卡扔垃圾 分类有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