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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15日讯（记者习霁
鸿）针对近日疫情形势，3月15日，海
口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发布通告：即日起，省外非
涉疫区来返海口人员以及其他收到
检测信息提示的人员在收到信息后

48小时内免费进行一次核酸检测（不
含“落地检”）。全国涉疫区来返海口
人员在完成“落地检”之后的第二天
开始，进行免费的“四天三检”。

根据通告，上述人员凭收到的提
示信息或“行程码带＊”到就近的便民
临时核酸采样点进行免费采样。根据
工作实际，便民临时核酸采样点由3

月13日公布的50个调整为44个，服
务时间为每天上午9：00～11：30，下
午3：00～5：30。便民临时核酸采样
点不为“愿检尽检”人群提供服务。

通告提醒，请及时关注短信提
示，自觉遵守防疫规定，往返核酸采
样点应做好个人防护，并避免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在完成核酸检测之前

要尽量避免外出，确需外出应做好个
人防护，保持社交距离，不前往人员
密集场所。做好健康监测，如有出现
发热（体温≥37.3℃）、干咳、乏力、鼻
塞流涕、咽痛、嗅（味）觉减退、结膜
炎、肌痛、腹泻等不适症状时，做好个
人防护，立即就近前往医疗机构发热
门诊就诊排查。

海口发布通告

省外非涉疫区来返海口人员须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本报海口 3月 15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菅元凯）3月15日，海南日
报记者从海南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全省公安
机关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取得
明显成效，2021年全省共破获电信网
络 诈 骗 案 件 3229 起 ，同 比 上 升
48.39%。

据介绍，2021年以来，在省委、省

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下，全省公安
机关组织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三年大会战行动，共打掉公安部
快打线索634条，摧毁窝点346个，抓
获违法犯罪嫌疑人531人，串并案件
716起。2022年开局良好，1月至2
月全省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共立案
1209起，同比下降1.55%；破案 529
起，同比上升280.58%。

2021 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开
展“断卡”行动战果显著，共抓获违
法犯罪嫌疑人9796名，打掉收贩卡
团伙40个，缴获手机卡1233张、银
行卡5690张、虚拟卡54万余张，抓
获行业内部人员24名，查处基础运
营商代办点 4处，整治通信营业网
点515个、银行网点70个。省公安
厅部署开展“山海”系列专案行动，

截至2022年3月14日，共组织开展
“山海行动”7次，抓获嫌疑人 2015
名，串并全国诈骗案件600余起，有
力打击了电信网络诈骗和上下游关
联犯罪。

省公安厅强化大案攻坚，对重大
和敏感案件进行挂牌督办，强化组织
领导，整合优势资源和力量，强力攻
坚，2021年以来，共破获重大电诈案

件11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90名。
同时，打击境内涉诈洗钱犯罪首战告
捷，2021年，全省开展打击涉诈洗钱
犯罪专项工作，共打掉涉诈洗钱犯罪
窝点80处，抓获犯罪嫌疑人282名，
串并全国案件387起；扣押资金150.7
万元、银行卡1106张，涉案流水金额
高达30亿余元；扣押洗钱涉案工具一
大批。

海南电诈案件高发态势得到初步遏制

去年全省破获电诈案3229起

本报三亚3月15日电（记者徐慧
玲）3月15日，三亚召开创新能力提
升、产业培优提升、民生建设提升“三
大工程”动员部署会。三亚将通过实
施创新能力提升“七大任务”、产业培
优提升“五大行动”、民生建设提升

“五个推进”，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加
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努力把
三亚打造成为开放创新新高地、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

为推动活动扎实开展，三亚制定
了《三亚市创新能力提升工程暨打赢
科技创新翻身仗实施方案》《三亚市产

业培优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和《三亚市
民生建设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并成立
领导小组，狠抓落实，确保各项目标任
务落实见效。

在创新能力提升方面，三亚聚焦
科技创新，将全力打造国家创新型城
市、“科创中国”试点园区、国家级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三大科技创新品牌；
围绕种业科技、深海科技、空天科技三
大核心优势方向，打造特色科技创新
高地等。三亚力争到2024年，高新技
术企业营业收入达到400亿元，高新
技术企业达到500家，国家级科技创
新平台数量达到3个，推动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企业创新主体建设、重点产
业技术攻关、科技制度改革创新、创新
创业生态建设、区域科技创新布局实
现“六突破”。

实施产业培优提升工程是保障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三亚将通过打造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核心区、自贸港现代服
务业集聚区、国家战略高新技术前沿
区、热带特色现代农业示范区、产业集
聚发展样板区等“五大行动”，推动旅游
产品业态升级，交易平台、保险业等金
融业态集聚，推进南繁产业发展，开展
种业“卡脖子”技术攻关，打造全国种业
创新高地。三亚力争到2024年，实现

重点产业增加值、产业投资规模突破千
亿，建成2个营业收入超千亿级产业园
区，实现产业能级、结构优化、创新动
能、产业集聚、发展环境“五个提升”。

根据活动部署，三亚将通过实施民
生建设提升“五个推进”，加快补齐公共
服务短板。一方面，三亚将大力推进集
团化办学工作，力争到2024年，实现公
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53%，普惠性幼儿
园覆盖率达86%，新增中小学、幼儿园
公办学位14030个；建设“大三亚”120
急救中心，加强医疗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全面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
力。同时，三亚将加强“菜篮子”体系建

设，稳定1.5万亩常年蔬菜基地保有量
面积，优化平价网点布局，让老百姓的

“菜篮子”拎得更稳当、更实惠、更安全；
建立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提高保障性
住房服务管理能力，力争到2024年，安
居房建设套数3万套，保障性租赁住房
建设套数3000套，公共租赁住房建设
套数900套。

三亚市主要负责人表示，三亚将
坚持创新驱动、产业赋能、民生为本，
统筹推进“三大工程”深入实施，推动
三亚早日迈进国家创新型城市行列，
着力打造海南经济发展第二增长极和
民生幸福标杆。

创新能力提升、产业培优提升、民生建设提升

三亚：启动“三大工程”培育发展新动能

我省今年将继续开展
“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活动

本报海口 3月 15日讯（记者马
珂）3月1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卫
健委了解到，今年我省将组织开展好
海南省第七届“百姓身边好医护”活
动；加强健康促进和科普宣传，全面提
升居民健康素养，为健康海南建设营
造良好氛围。

据了解，在加强健康促进和科普宣
传方面，我省将开展好健康知识普及行
动；继续组织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健
康教育项目和健康素养促进项目。

2022全国女足锦标赛小组赛
第二轮战罢

海南女足一平一负
本报海口3月15日讯（记者王黎刚）3月14

日下午，2022全国女足锦标赛小组赛第二轮比赛
结束，海南女足与河北女足战成平局，取得了参加
全国女足锦标赛以来的第一分。两轮战罢，海南
女足取得一平一负的成绩。

河北女足是去年女甲第八名，实力较强。海
南女足则是今年女甲新军。两支球队在全国锦标
赛上相遇，算是一场女甲联赛“预演”。比赛中，海
南女足和河北女足展开激烈拼抢，但都没有把握
住进球机会，最终双方以0∶0的比分握手言和。

此前，在首轮比赛中，海南女足1∶3不敌山东
女足。3月16日，海南女足将迎战重庆女足。

电影《南溟奇缘之爱情树》热映

取景地成热门打卡点
本报定城3月15日电（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黄

荣海）海南历史题材电影《南溟奇缘之爱情树》近期
正在热映，作为取景地之一的定安县岭口镇皇坡村
爱情树再次走进游客视野，成为热门打卡点。

3月15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来到皇坡村看
到，爱情树依然是拍摄时的模样，古树绿荫如盖，
树干上挂满红色心愿祈福绸带。“昨天电影刚上
映，我就带着家人一起去观看了，知道里面部分场
景是在爱情树拍摄的，今天专门过来逛逛，现在感
觉每个角落都有亲切感。”游客高丹告诉记者。

据悉，该影片的故事围绕皇坡村的爱情树展
开，通过一古一今双线形式进行叙述。相传元朝皇
子图帖睦尔流放海南避难时，与本地姑娘青梅一见
钟情，为见证忠贞爱情共同种了两棵榕树，树木茁
壮生长并相互缠绕融为一体，后人称为“爱情树”。

得益于电影的前期预热宣传，近期经常有游
客到皇坡村打卡。为此，该村还安排专人到现场
当义务讲解员，为游客免费讲解并提供相关服
务。皇坡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周志富表示，目前该
村正积极谋划，将皇坡村打造成富有乡土底蕴的
村落景区，以市场化运营模式开发影视旅游产品，
带动皇坡村迈向乡村振兴。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2022年3月14日12时—3月15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4

12

14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8

26

36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文昌市检察
院走访民营企业。

⬅ 文 昌
市检察院举
行企业合规
第三方监管
人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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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人民检察院优化检察服务，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能动检察护航民企发展

一组组亮眼的数
据，累积成一份检察机
关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发
展的厚实答卷，记录着
文昌市人民检察院助力
创建海南自贸港一流营
商环境的铿锵脚步——

2018 年以来共起
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秩序类案件69件115
人；起诉涉企类刑事案
件44件 60人；办结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36
件，为农民工追回工资
1705.6万元。

对于无社会危害
性、存疑不捕等涉案民
营企业负责人及相关人
员，依法不批准逮捕24
件29人，保障民营企业
家的合法权益和民营企
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扎实开展涉民营企
业刑事“挂案”专项清
理，监督撤案6件，最大
限度降低司法办案对企
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
响；通过开展法律监督
纠正涉企不规范执法司
法行为21件。

“法治是最好的营
商环境。”近年来，文昌
市人民检察院认真贯彻
落实省检察院和文昌市
委市政府关于优化营商
环境的各项决策部署，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打
击预防犯罪、维护市场
主体合法权益和改善营
商法治环境中的重要职
能作用，护航民营企业
行稳致远，为推进海南
自贸港建设蓬勃展开贡
献检察力量。

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 积极做实企业合规改革工作A
“少捕慎诉”的刑事司法政策，温暖

了越来越多民营企业的心。
文昌市S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

翁某某为解决生产原料短缺问题，明知
供货方的石英砂为非法采挖所得，仍予
以收购，支付石英砂款共计125万余元。

文昌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了解，S公
司系高新技术民营企业，出现上述行为，
反映出该公司及其管理人员片面追求经
济利益，法律意识较为淡薄。2021年3

月，经S公司申请，检察机关启动合规整改
程序，要求该公司对自身存在的管理漏洞
进行全面自查并开展合规整改。

随后，经过第三方评估验收、公开听
证会等程序后，2021年9月检察机关结
合企业合规整改情况，以S公司、翁某某
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依法提起公
诉，并提出轻缓量刑建议。最终，法院采
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以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罪判处被告单位S公司罚金3万

元；判处被告人翁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
刑一年六个月。该案件入选最高检第二
批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并得到省检察院
主要领导批示肯定。

积极稳妥推进企业合规改革工作，
促进企业合规守法经营，减少和预防企
业犯罪，正是该院服务保障民企健康发
展的举措之一。

近年来，该院坚持树立谦抑、审慎的
司法理念，不断改进涉企办案方式。组

建涉企刑事案件办案组，提升专业化办
案水平；贯彻“宽严相济”办案理念，对涉
案民营企业负责人慎捕慎诉；积极与法
院、公安等部门沟通协调，注意听取市工
商联（总商会）和相关行业主管、监管部
门的意见，统一执法司法标准，防止“办
了案子、垮了厂子”。2018年以来，涉民
营企业案件依法不批准逮捕24件29人，
保障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和民营企业
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坚持以办案为中心 坚决维护市场秩序

为维护市场秩序，该院坚持以办案
为中心，依法惩治严重暴力犯罪、扰乱社
会秩序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等，2018年
以来依法批捕1236人，起诉1343人。聚
焦经济类犯罪，起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秩序类案件69件115人；以“扫黑除
恶”为切入点，院领导带头办理涉黑涉恶
涉企重点疑难案件，其中办理了王某盈、
王某锐等3人敲诈勒索、强迫交易、聚众
扰乱社会秩序一案，涉案金额167.6万余

元。办理了黄某日等“运霸”使用“软暴
力”控制文昌出租车营运市场案，涉案违
法所得达120万元。

王某盈、王某龙、王某锐涉恶案中，为
了达到控制市场的目的，王某盈等人往往
使用“软暴力”，甚至是以严重暴力行为干
扰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如怂恿村民采取
围堵大门、滋扰施工等方式胁迫某混凝土
公司收购其不合格的细沙，还以各种理由
敲诈勒索该混凝土公司55万元，造成公司

重大损失。该案由法、检“两长”同庭履职，
经审判，王某盈、王某龙、王某锐三人分别
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十八年、十七年。

市场行业主体被收取保护费，无形
中增加了行业主体的经营成本。黄某日
团伙以每辆出租车每月600元的标准收
取保护费，五年时间共收取120万元的保
护费，严重破坏了文昌市出租车运输市
场的秩序，出租车司机怨声载道。该案
案情较为复杂，取证较难，经文昌市人民

检察院引导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取得了大
量证据，最终经审判，黄某日被判处有期
徒刑四年。

该院还重点关注侵犯民营企业财产
安全、妨害企业经营管理秩序等犯罪案
件，2018年以来依法批准逮捕22件24
人，其中合同诈骗、非法经营、串通投标、
强迫交易等扰乱市场秩序类案件10件
11人，积极营造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

精准提出检察建议 提升法律监督实效

一份检察建议，解决了长达5年的
“老大难”——

文昌某房地产公司项目申请获批变
更增加容积率，却长达5年多时间没有到
国土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和缴纳相应增加
的土地出让金。

针对这一问题，该院通过“立案监督

发力+公益诉讼跟进”模式，以行政公益
诉讼立案调查并向主管部门发出诉前检
察建议的方式，成功督促收回国有财产
1202.92万元。

这是检察机关立足公益诉讼，发挥法律
监督职能，推进营商环境公益保护的典型案
例。近年来，该院加强与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生态环境、水务、市场监管等部门沟通联
系，努力形成营商环境公益保护工作合力。

特别是针对办案中发现的严重影响
文昌营商环境的重点领域和共性问题，该
院积极向监管部门制发优化营商环境检
察建议书，促进开展打击“椰霸”“菜霸”专
项行动，完善市场监管和执法机制。

检察监督的威力，还体现在规范涉
企执法司法行为上。2018年以来，通过
开展法律监督纠正涉企不规范执法司法
行为21件。其中，针对法院执行超期致
使企业家权益受到损害，700余万元的合
法债权无法实现的问题发出检察建议，
切实维护了企业家权益。

延伸服务触角
努力打造优质检察产品

“企业有所需，检察有所应”，该院积
极延伸检察职能，推出一系列“能感知、
有温度”的服务举措，为民营企业提供更
加及时、精准、普惠的检察服务和司法产
品，为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坚强的检
察保障。

全力服务保障重大项目建设——
充分发挥派驻铺前大桥工程、约亭

气电项目、海南航天发射场配套区项目
等检察工作站作用，保障重大项目建设
中的法律诉求得到及时响应、快速解决。

主动为民营企业提供法律服务——
建立与工商联（总商会）的常态化联

系沟通机制，开设民营企业服务窗口，及
时受理督办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举
报、控告和申诉，确保民营企业和民营企
业家来信“7 日内回复”“3 个月内答
复”。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民营企
业代表参加“检察护航民企发展”检察开
放日活动，问需于企、问效于企。

派驻重大项目及工商联（总商会）检
察工作站成立以来，共走访现场93次，开
展法律宣传36次，提供法律咨询128次，
协助重大项目排查化解、妥善处理涉法
矛盾53件，解决民营企业诉求9件。

落实“六保”要求，防疫一线助力企
业复工复产——

疫情发生后实地调研辖区企业并送
法上门，共走访企业、重大项目 20余
次。针对企业和农户农产品滞销问题主
动开展消费扶贫，引导线上+线下推广
销售，促进海南传味文昌鸡股份有限公
司、海南勤富食品公司等企业接龙购买，
多途径助力文教镇销售瓜果蔬菜及肉蛋
等2万多斤，为企业和农户当好复工复
产的助推员、消费宣传的引导员。

营商环境“优”无止境。下一步，文
昌市人民检察院将更加自觉地把检察工
作放在服务自贸港建设大局来谋划，进
一步找准服务民营经济的着力点，加大
服务力度，增强服务质效，切实提升司法
公信力，为促进市场主体规范健康发展、
助力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贡献检察
智慧和力量。 （文/图 江城 叶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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