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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12日讯（记者良
子）7月12日，2021年海南省扫黑除
恶斗争重点案件新闻发布会在海口召
开，会上通报了王世开等人涉黑涉恶
违法犯罪案件侦办情况。

根据省公安厅工作部署，近日，
“11·02”专案组对以王世开为首的涉
黑涉恶团伙进行集中收网，抓获犯罪
嫌疑人 31 名，冻结涉案账户资金
2000余万元，扣押涉案机动车27辆、
现金54万元。

2020年11月2日，省公安厅指定
琼海市公安局管辖侦办王世开等人违
法犯罪案件。琼海市公安局高度重

视，立即抽调精干警力组成“11·02”
专案组开展侦查。经初步侦查，王世
开等人在定安县经营多家企业，具有
较强的经济实力。自上世纪90年代
开始，王世开开始混迹社会，初期纠集
定安当地社会闲散人员，通过打架斗
殴争抢地盘，主要以开设赌场方式获
利起家赚得第一桶金，同时以强迫交
易、霸占村集体土地等方式壮大经济
实力。在此期间，王世开招揽大量社
会闲散、前科人员，一些社会青年也

“慕名”投其名下。王世开通过有组织
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攫取经济利益，
势力不断壮大。近年来，该组织逐渐
转为公司化经营，王世开也逐步发展
成为定安地区乃至全省知晓的“定安
鸡哥”，其公司经营涉及酒吧、宾馆、房

地产、河砂开采、典当、餐饮、放贷经营
等多个行业领域，涉嫌开设赌场、敲诈
勒索、寻衅滋事、非法采砂、强迫交易
和霸占村集体土地等违法犯罪，严重
扰乱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秩序。

发布会上，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
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以王世开为
首的涉黑涉恶犯罪团伙，在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开展后，迫于压力震慑，犯
罪手段趋于隐蔽，企图洗白自己，蒙
混过关。该团伙的覆灭，为定安县扫
黑除恶斗争进一步揭开了盖子，该案
件也是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以
来，我省公安机关成功侦办的又一起
群众反映强烈的大案要案。下一步，
将进一步充实办案力量，加快案件侦
办进度，确保将案件办成经得起法律

和历史检验的铁案；省纪委监委将和
公安机关同步上案、协同推进，彻查
该案“保护伞”“关系网”及其背后的
腐败问题。

该负责人表示，今年是常态化开
展扫黑除恶斗争的开局起步之年，是
巩固深化扫黑除恶斗争成果的关键之
年，近期，中央和省委对常态化开展扫
黑除恶斗争又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部署，我省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犯罪
的“零容忍”和严打高压态势。今年以
来截至目前，全省共打掉涉黑涉恶犯
罪团伙13个，其中涉黑犯罪组织4
个，涉恶犯罪团伙9个；破获各类刑事
案件23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84人，
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折合人民币
5.91亿元。

省公安厅“11·02”专案组集中收网——

定安王世开涉黑涉恶团伙31人被抓
抓获犯罪嫌疑人31名
冻结涉案账户资金2000余万元

扣押涉案机动车27辆、现金54万元

近日，俯瞰改造后的国道G361什邦线（什运至邦溪段）鹦哥岭路段，公路在大山里蜿蜒，美不胜收。如今，该公路已
成为承担海南东西线连通的重要区域性干线公路。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国道G361什邦线
改造升“颜值”

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青岛开幕

海南代表队已获2金1银
本报青岛7月 12日电 （记者王黎刚）7月

12日晚，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动会在青岛国信
体育中心钻石体育馆开幕。在开幕式前举行的
比赛中，海南学生代表团获得了2金1银4铜的
成绩。

本届运动会上，海南学生代表团派出近200名
选手参加大学生田径、沙滩排球、武术、帆船帆板比
赛，在中学生组比赛中，海南队参加沙滩排球、女子足
球、帆船帆板、男子排球、田径、游泳等项目的比赛。

截至12日晚，海南学生代表团已获得2金1
银4铜的成绩。其中，海南中学的吴有德荣获男
子800米金牌。以海南师范大学沙排队为班底组
建的海南男子沙排队，获得了大学生组沙滩排球
赛冠军。

引导大学生利用暑期服务家乡

定安为大学生提供
56个社会实践岗位

本报定城7月12日电（记者叶媛媛）海南日
报记者7月12日从共青团定安县委获悉，为引导
青年大学生利用假期服务家乡、感知家乡，该团委
面向定安全体大学生启动2021年“我用双手挣学
费”社会实践活动。

共青团定安县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我用双手
挣学费”社会实践活动是定安为助力学生勤工俭
学开展的一项特色公益活动，近年来已为多名学
生提供了暑期社会实践机会。为开展好该项活
动，共青团定安县委今年整合了全县各相关机关
单位资源，通过征集、筛选，最终为大学生提供26
类社会实践岗位，招募人数共56人。

“我们希望学生们在提升社会实践能力的同
时，通过专业知识服务家乡群众，增强家乡归属感
及荣誉感。我们也将在活动中积极引导学生积累
丰富的社会经验，鼓励他们毕业后回到定安为家
乡作贡献。”该负责人说。

据悉，此次活动面向所有定安籍在校大学生
（含大专及本科应届毕业生），要求报名者坚持至
少1个月的社会实践服务。学生党员、学生干部、
社团骨干、校级以上奖学金获得者、各类竞赛获奖
者、有志愿服务经历者有机会被优先录用。报名
时间截至7月15日。

省公安厅：
号召群众检举揭发

王世开等人违法犯罪线索

7月12日，省公安厅号召广大群众
检举揭发以王世开为首的涉黑涉恶犯
罪团伙违法犯罪问题。请受到不法侵
害的群众积极到公安机关报案，提供王
世开等人违法犯罪事实及相关证据。

举报电话：
张警官 13307571661
王警官 15103013986
举报邮箱：
st1102jb@163.com

本报讯 （记者刘冀冀 实习生
王丽芬）近日，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印发《进一步推进镇村卫生健康服
务紧密型一体化管理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强化镇卫生
院对村卫生室的管理、指导和监督，
切实提高村卫生室的服务能力和服
务水平。其中指出，乡村医生月基本

补助不低于3500元/人。
《实施意见》要求，整合村卫生室

资源。原则上每个行政村设置1家
标准化政府办村卫生室；撤并社会办
村卫生室，具有执业医师资质并符合
标准的，同意其转型为诊所；服务人
口≤800人的行政村，可与相连行政
村联合设置村卫生室，具体情况由各

区根据实际核定。
《实施意见》还提出，做好村卫生

室运营经费保障，安排村卫生室运
营保障经费不少于5000元/年。完
善村卫生室执业人员收入结构。村
卫生室执业人员的收入由基本补助
和绩效补助两部分构成。乡村医生
的基本补助按照不低于 3500 元/

人/月标准进行发放，护士的基本补
助按照不低于 3000 元/人/月标准
进行发放。

同时，《实施意见》明确，设置有
标准化村卫生室的行政村，至少必须
配备1名合格的乡村医生和1名护
士；村卫生室服务人口超过3000人
的，可以增配1名乡村医生。

海口进一步推进镇村卫生健康服务紧密型一体化管理

乡村医生月基本补助不低于3500元/人

东方推进沿海和海洋垃圾治理

海上环卫工作全面铺开
本报八所7月12日电（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

者方宇杰）7月12日上午，东方市海上环卫工作
启动仪式在八所镇港门村进行，标志着东方市海
上环卫工作全面铺开，进行海滩和近海垃圾治理。

据介绍，海上环卫工作启动后，将由东方市环
卫公司负责日常运营，市直部门、市政园林环卫事
务中心进行监管，进一步保护海洋环境。

“今天我们召集了30名环卫员工对海岸进行
垃圾清理，并安排了打捞船处理海上垃圾。作为
企业，今后会加强对环卫工人的培训及海洋垃圾
分类处理，并且使用无人机进行巡查，将整个东方
的海域环境打造得更好。”东方市深能环保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我们将认真按照任务分工抓紧开展落实
相关工作，确保今年东方市岸滩和近海海洋垃
圾治理实现全覆盖，构建起海上环卫完整的收
集、打捞、运输、处理体系、监督考评工作机制，
力争到 2023 年实现东方市海上环卫工作常态
化、规范化管理。”东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
长潘天华表示。

全省共打掉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13个
其中涉黑犯罪组织4个
涉恶犯罪团伙9个

此次行动 今年以来
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39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284人
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折合人民币5.91亿元

制
图/

张
昕

专题 值班主任：张苏民 主编：刘乐蒙 美编：张昕

“太忙了！每天坐在办公室，报名
咨询电话接到手软。到学校现场参观、
咨询的考生和家长也是络绎不绝！”说
这话时，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办
负责人刚刚放下一名湖南考生打来的
咨询电话。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做好招生工作，
该院充分利用互联网宣传优势，做好招
生的宣传和服务工作：制作电子版招生
简章、拍摄最新版学院形象宣传片，利用
媒体、微信公众号广泛发布招生信息
……“我们今年参加了26个省份的网上
招生咨询会，和考生家长通过微信、QQ、

电话等多种联系方式，畅通学院和考生
间的沟通了解渠道。”通过大量细致周
到、行之有效的宣传服务工作，该院招生
工作效果显著，生源质量逐年提高。
2020年招生录取率、报到率和招生数量
创历史新高，在校生总人数首次突破
6000人。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目前设有25个招
生专业（含专业方向），在招生专业设置
上，学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海南自贸港
建设需求，坚持以考生为本，重视考生的
可持续发展，搭建专升本的“立交桥”，为
学生打造升学深造的后续发展通道。

该院与海南师范大学、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海南科技职业大学、三亚学院等
院校合作，目前开设有5个海南省高职
与普通本科“3+2”分段培养试点项目专
业，6个专业（含方向）参与普通专升本
招生计划。这一做法得到家长和考生的
普遍认同，报考该院这些专业的考生非
常踊跃。

“我院今年还开设了新的专业——
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通过专业的开设，
培养无人机应用人才，拓展人才培养的
方向，更好地服务于政法行业。”该院招
生就业办负责人介绍，这个专业也受到

很多考生的喜爱，咨询的考生、家长也非
常多。

由于该院办学成效显著，得到家长
和社会的高度认可。“我院在省内政法系
统建立75个实习就业基地，与海南省消
防救援总队、海口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深
圳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澄迈县委政法委
等签订产教融合合作协议。这些都体现
出社会和用人单位对我院教学质量、人
才培养质量的认可。”该院招生就业办负
责人介绍，目前他们正在为今年的专科
普通批录取工作做准备工作，对今年的
招生工作充满信心。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心贴心搭桥育才 点对点保障就业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将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激励我们打造政

法人才培养新高地，凝心聚力画好奋进‘十四五’的路线图。”海南政法职业学
院招生就业办负责人介绍。作为海南省唯一一所设置公安、司法、法律类专业
的公办高等政法类职业学院，该院专业设置特色鲜明，人才培养效果显著。

学院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以合作办学促进层次提高，积极搭建人才
培养“立交桥”，创建学生学历提升的通道；全面落实“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
的一切”的办学理念，立足政法、面向社会，以就业为导向，培养了一大批“上手
快、听指挥、能吃苦、守纪律、懂礼貌”优秀政法职业人才。毕业生中涌现出“全
国优秀人民警察”张峰、海口“最暖协警”秦秋安、三亚桥头交警夫妻付小华和
陈媛、洋浦干冲司法所司法助理何锦坤等一批行业模范。

学院连续9年被评为“海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优秀单位”，被省
委省政府授予“海南省文明单位”“海南省文明校园”称号。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高校
毕业生就业更是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了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学院领
导带队走访政法行业和企事业用人单
位，为该院毕业生争取更多的政法行业
就业岗位。同时，学院认真组织好大型
校园招聘会和行业专场招聘会，持续推
进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加强就业困难
群体特殊帮扶，进行“一人一档”“一人
一策”精准帮扶。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还积极发动毕
业生参加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充分发
挥政策性岗位的吸纳作用，积极动员学
生参加公务员招录，加入“特岗计划”

“三支一扶”“西部计划”等基层就业项
目，积极推进大学毕业生征兵工作。

对建档立卡家庭困难毕业生、残疾
毕业生，海南政法职业学院通过海南产
学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优先录用其
为员工，并安排他们到法院从事档案数
字化加工工作。海南产学信息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目前已招录该院2021届毕
业生110人。对少数民族毕业生，学院
精准分类推送招聘信息，解决好就地就

近就业。每周的专场招聘会，学院要求
招聘单位提供一定比例的女生岗位，面
向女大学生招聘。退伍军人毕业生，被
学院优先推荐到公安局辅警岗、留置看
护警务岗、消防员等岗位就业。

“我们还积极开展就业榜样教育，
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岗位去就业创业。”
该院招生就业办负责人介绍，通过宣传
麦贤林（2020 年海南省优秀人民警
察）、陆大军（2020年海南省优秀人民
警察）、罗亚丹（海南省社创之星）等该
院优秀毕业生的先进事迹，增强毕业生
信心，鼓励他们为推动社会发展和服务
人民群众做出自己的贡献。

近年来，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毕业生
平均就业率达到90%以上。2021年，
该院毕业生总数1581人。“我院就业工
作的特色体现在全员投入中，体现在学
生的思想中，也体现在教师振奋的精神
面貌中。我们就业工作目标明确，就业
工作特色明显，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健
全。我们有信心让更多的毕业生能够
顺利实现就业。”该院招生就业办负责
人介绍。 （策划/张晓敏 撰文/沐梓）

以考生为本 多渠道服务人才需求A

B

校园招聘会现场。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供图）

从实际出发
全方位拓展就业方向

助力企业抢抓RCEP机遇

三亚签发28份
货物原产地证书

本报三亚7月12日电（记者李
艳玫 通讯员程吉）7月12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三亚海关获悉，三亚海关联
合三亚市财政局等部门开展助力企
业抢抓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机遇“窗口期”专项行动，今年上
半年为出口至RCEP成员国货物签
发 原 产 地 证 书 28 份 ，涉 及 金 额
872.39万美元。

RCEP是由东盟（ASEAN）于2012
年发起，旨在达成一个全面、现代、高
质量和互惠的经济伙伴关系的协
定。该协定覆盖15个国家，覆盖区域
人口超过22亿、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
总量的约30%，目前该协定处于成员
国核准阶段。协定生效后，区域内
90%以上的货物出口将实现零关税。

近日，三亚海关针对企业较为关
心的RCEP关税减让承诺、原产地规
则等内容举办专题培训班，同时利用

“关企协调员”等制度，安排工作人员
一对一指导企业用好相关惠企政策，
享受到更多便利化服务。

“我们公司主要从事水产品出口
贸易，每年向韩国、日本出口大量冻
鱼，RCEP协定签署对我们来说是个
利好消息，通过参加海关的培训，我们
对RCEP协定规则和内容有了更为深
入的了解，这有助于公司做好出口贸
易规划。”三亚升达水产有限公司总经
理薛从宁说。

三亚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王颖介
绍，接下来，将继续做好政策宣传解读
工作，主动为企业提供服务与指导，鼓
励重点外贸企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推动海南对外贸易加快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