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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0.8%
盗抢骗等侵财案件下降22.1%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下降0.8%

今
年
以
来

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

分别下降15.7%、28.0%和17.9%

时间：5月30日上午

地点：海南省新闻发布厅（省

博物馆一楼东侧）

发布人：

贺丽生
樊利春
吕淑果

海南省2022年度

“最美科技工作者”媒体见面会

3年来

全省检察机关共为258名
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属

提供司法救助金381.31万元

为未成年被害人

提供心理疏导 1373次

2019年至今

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
逮捕 1945人起诉3127人
保持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严打高压态势

柯雅娟 海南省人民医院手术室主任护师

魏佳莉 海南省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

程亚伟 海南省中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

张清辰 海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

吕淑果 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南海生态环境研究所副所长

陈奕刚 海口市第四中学教研室副主任

任 佳 海南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教授

陈造熊 儋州市兰洋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王学萍 临高县热作水果技术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

刘洋洋 海南南药产业博士

曾 敏 海南省人民医院医疗保健中心、老年医学中心主任

段玉聪 海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闫 林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曹红星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研究员

贺丽生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党选民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孔杜林 海南医学院有机教研室副主任教授

钟胜奎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洋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

廖 波 海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院长

樊利春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院长

2022年海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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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昂
颖）禁毒工作群众满意度全国第一；已
连续125个月没有发生重大事故；率先
在全国实现专职人民调解员全覆盖
……5月30日，“奋进自贸港 建功新
时代”系列专题新闻发布会（第十八
场）——平安海南建设和社会治理专
场在海口举行。海南日报记者从发布
会上获悉，近年来，海南社会治理体制
机制日益完善，重大风险防控扎实有
效，“全国最安全地区”创建成效凸显，
人民群众安全感大幅提升。

省委政法委副秘书长李战亚介
绍，过去五年，全省治安形势建省以来
最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能力提高到

新的水平。据统计，2021年全省实现
政治敏感案事件、暴力恐怖案件、网络
安全事件、群体性事件、持枪犯罪案件、
爆炸犯罪案件、劫持犯罪案件、重大道
路交通事故“八个零发生”。其中，刑事
案件立案数为近11年来最低，命案发
案数为建省以来最低。

近年来，我省深入开展扫黑除恶、
禁毒大会战、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道路交通安全整治等专项行动，人
民群众安全感综合指数持续上升，全省
政治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

在应急管理方面，全省应急管理
系统紧紧围绕“抗天灾、防人祸、强救
援”这条主线，突出抓好台风、暴雨、森

林火灾等自然灾害防治，突出风险隐患
排查整治，持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能
力，全力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
好，有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018年4月13日以来，截至今
年5月25日，全省共为24.68万余名
引进人才办理落户。”省公安厅党委
副书记、副厅长易鹏介绍，近年来，省
公安厅全面推行公安政务服务“一门
通办”“一网通办”“全省通办”“跨省
通办”，出台“我为群众办实事”、服务
重点园区重点企业等便民利企措施，
持续推进引进人才落户便利化，推进
外国人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联审联
检政务服务改革，实现外国人工作、

居留“一网申请、一窗受理”。
“目前，我省已实现村（居）法律顾

问全覆盖。”省司法厅副厅长李向明介
绍，近年来，我省全面落实“一村（居）
一法律顾问”制度，全省224个乡镇
3205个行政村（居），共聘请1111名
法律顾问。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管毅表示，省金融局将着力提升自
贸港整体金融监管效能，加大监管
科技赋能，增强大数据、区块链、人
工智能等监管科技手段应用力度，
强化对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的精准识
别、快速预警和科学处置，织牢织密
风险防控体系。

五年来，平安海南建设和社会治理提档升级

持续提升海南人民“幸福指数”

省委巡视组原组长，
海南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
林北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方谢霖）海南日报记者5月30日从省纪委监委获
悉，省委巡视组原组长，海南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
林北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
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邱
江华）5月30日是第六个全国科技工
作者日。当日，我省在海口举行
2022年海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
布仪式和媒体见面会，我省20名科
技工作者荣获2022年海南省“最美
科技工作者”称号。

据了解，今年3月以来，省委宣
传部、省科协、省科技厅联合发文，结
合“5·30”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
动，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最美科技

工作者”学习宣传活动的热潮，评选
出曾敏等20名2022年海南省“最美
科技工作者”，覆盖种业、深海、热带
农业、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素质教
育、乡村振兴等多个领域，其中45岁
以下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有9名。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
究所研究员贺丽生是首位到达“地球
第四极”马里亚纳海沟的华人女性科
研人员，她潜心从事海洋科学研究，
在深海生物分子领域的研究方面取

得多项研究成果，填补国内空白。此
次获评“最美科技工作者”，她表示，
将在科研一线脚踏实地、上下求索，
攻坚克难、奋勇拼搏，为把我国建设
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而不懈奋斗。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海南分所所长助理、研究员刘洋洋积
极投身海南中医药事业发展，推动海
南道地药材的传承与保护，用科技创
新助力我省沉香产业发展。“作为一名
科技工作者，我将不忘初心，积极响应

省委、省政府号召，发挥专业优势，服
务地方医药企业、服务乡村振兴行动
和基层中医药卫生事业。”刘洋洋说。

或矢志不移自主创新，将核心技
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或下到田间
地头手把手教农民种植瓜菜；或严谨
治学甘为人梯，提携后进；或不畏艰
危，下到万米海底……这些“最美科
技工作者”具有突出的先进性、代表
性和影响力，展现了我省科技工作者
的良好精神风貌。发布仪式上，省科

协向全省发出号召，学习这20位“最
美科技工作者”的精神，努力在全社
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尊重创造的良好风尚。

海钢集团与海建集团、海南路桥集团
开展战略合作

海南省属国企“抱团发展”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邵长春 特约记者

王旭朝 通讯员李华）为进一步推进海南省属企业
“抱团发展”、合作共赢，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5月
30日在海口分别与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
省路桥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海钢集团将与海建集团、海南路桥
集团开展战略协同，将在钢材、水泥、砂石骨料、混
凝土等建材产品供需，以及建筑新材料研发、市场
拓展等方面进行合作，推动各方在建筑原材料供
应、国有资产盘活等方面的合作实现新突破；同时，
海钢下属各企业也将主动与海建、路桥深度对接，
加快国资系统内建材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

近年来，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海南省属国
企迎来重大发展机遇，实现了快速发展，但省属国企
小散弱、整体力量不强等问题也凸显出来。此次合
作，即是海钢集团主动作为，贯彻落实省第八次党代
会精神，主动联系海建集团、海南路桥集团达成的。

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马咏华说，省属国企
要在自贸港建设中发挥主力军和战略支撑作用，希
望省属国企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在抱团发展中打通
产业链，抢抓机遇，发挥先发优势、主场优势、抱团
优势，实现共同发展；同时也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减
少廉政风险，在助力基础设施建设，稳经济大盘中
更好地发挥国企作用，携手实现跨越式发展。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5月30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检察
院召开的“携手落实‘两法’，共护祖国
未来”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海南检察机
关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从快办
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2019年至今共
批准逮捕1945人、起诉3127人，保持
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严打高压态势。

据介绍，2019年以来，全省共批
准逮捕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681人，
起诉739人。办案中，各级检察院对
负有特殊职责人员实施性侵未成年
人犯罪的，一律提出适用从业禁止的

检察建议，禁止其从事与未成年人教
育、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职业，坚决
斩断伸向未成年人的“罪恶黑手”。

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个人信息，
是全面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隐私权、
避免未成年被害人遭受“二次伤害”
的重要措施之一。

2021年10月，海南省人民检察
院在办理程某猥亵儿童、强制猥亵案
时发现：原审被告人程某的辩护律师
吴某将该案的多名被害人的姓名、住
址、联系方式泄露。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认为辩护律
师泄露未成年被害人个人信息的行

为侵犯了未成年被害人的隐私权，同
时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律师保密义
务。据此，向海南省司法厅制发《违
法犯罪线索移交函》。海南省司法厅
立案调查，对涉事律师作出警告并罚
款8000元的处罚决定。

“检察机关为涉案未成年人提供
全面综合的司法保护。”省检察院第
九检察部主任欧阳轶群介绍，全省检
察机关共通知未成年被害人法定代
理人、合适成年人到场370次，充分
听取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案件
的处理意见。

为全面加强未成年被害人多元

综合救助，全省检察机关积极开展
发放救助金、进行心理救助、变更
或撤销监护权、加强家庭教育指
导、协助开展生活安置、帮助重返
学校等救助工作。

与此同时，为提升侦查取证质
效、及时救助涉案未成年人，省检察
院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一站式”询问、
救助机制。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
21个集询（讯）问、听证、心理疏导、
法治教育等功能为一体的未检“一站
式”办案区，实现诉讼办案与保护救
助的双同步。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

我省“零容忍”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三年批准逮捕1945人、起诉3127人——

用司法温度呵护孩子健康成长

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
创新药落地乐城

本报博鳌5月30日电（见习记者陈子仪 记
者叶媛媛）5月30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以下简称乐城先行区）管理
局获悉，治疗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创新药
BLENREP（通用名：Belantamab mafodotin）已
落地博鳌超级医院。该药已被纳入乐城全球特药
险，患者可通过该保险获取特药费用支持。

据悉，多发性骨髓瘤是血液系统第二大常见
恶性肿瘤，我国发病率约为1.6/10万。该疾病目
前仍不可治愈，复发不可避免，随着复发、缓解次数
的增加，逐渐演变为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

GSK中国处方药医学部负责人Pauline Ng
博士表示，“此次BLENREP落地博鳌乐城，将为
广大中国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提供新的
治疗选择，帮助解决患者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

据悉，BLENREP是全球首个获批上市的靶
向B细胞成熟抗原的抗体-药物偶联物，主要通
过多重作用机制，消除骨髓瘤细胞。2017年，
BLENREP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授予“突破性疗法”认定，并于2020年8月5日获
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优先审评”批准。同
月，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EMA）批准。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BLEN-
REP在博鳌超级医院按临床急需药品批准进口
使用，中国难治复发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不用走
出国门，即可使用上与国际同步的创新药品，这将
极大提升药物的可及性。

5月29日，位于三亚中央商务区
东岸单元的中粮·三亚大悦中心首批
总部商务集群交付。该项目是三亚中
央商务区首个交付项目，一期项目由
五栋办公楼及底层潮悦里商街组成，
目前吸引医药、科技、贸易等领域企业
入驻。

文 本报记者 徐慧玲
图 本报记者 武威

三亚中央商务区
首个项目交付

我省评选出20名“最美科技工作者”
新闻发布

临高一装配式建筑
PC基地项目开工
建成后年产值预计3.25亿元

本报临城5月30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
张永花）5月30日，上海建工建筑构件（海南）装
配式建筑PC基地项目开工仪式在临高县金牌港
开发区举行。

据了解，上海建工建筑构件（海南）装配式建筑
PC基地项目投资总额约2.6亿元，主要建设建筑PC
生产厂房（包括2条自动流水生产线、2条固定模台
生产线、1条钢筋加工生产线）、绿色混凝土加工中
心、教育培训与科研实验综合办公大楼、员工生活大
楼、检测试验室及其他配套设施等，其主要功能可作
为装配式产业基地、教育培训中心、材料研发基地、
建筑PC展示地等。建成达产后年产值约3.25亿
元，年可生产约6万立方米混凝土预制构件。

临高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项目开工
建设，按下了金牌港开发区项目快进键，将进一步
增加装配式建筑在开发区的集聚度，夯实金牌港
开发区打造百亿级新型建筑全产业链的基础。临
高将进一步完善金牌港开发区基础设施等，帮助
解决企业项目建设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做好服
务，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2022年5月29日12时—5月30日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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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1

6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5

22

25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时间：5月30日下午

地点：海南省新闻发布厅
（省博物馆一楼东侧）

发布人：中共海南省委政法
委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李战
亚，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书
记、厅长番绍立，海南省公安厅
党委副书记、副厅长、新闻发言
人易鹏，海南省司法厅党委委
员、副厅长李向明，海南省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新闻发言人管毅

“奋进自贸港 建功新时代”

系列专题新闻发布会（第十八场）

平安海南建设和社会治理专场

党选民
任 佳
刘洋洋

扫码回看
见面会现场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