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江时报讯（记者/戴欢婷

通讯员/刘兵 摄影报道）为村民

送上健康体检、中医康复治疗等

多项“医药”便民服务，为学生送

上音乐启蒙以及3D技术、无人

机等兴趣课堂……7月29日，

南海区委统战部联合民主党派、

知联会开展社会服务活动，30
多名志愿者来到南海对口帮扶

的云浮市云安区高村镇石牛村，

给村民带去温暖。

医生义诊老师送课
云浮市云安区高村镇石牛

村是南海区委统战部对口帮扶

的贫困村，该村基础设施落后，

教育、医疗卫生等条件也十分

有限。针对实际需求，近年来，

南海区委统战部链接多方资源

对接石牛村，从捐资饮用水工

程、兴建规模化养殖场，到牵线

经济项目等，不断提升村民幸

福感，帮助村民走出一条致富

路，为石牛村实现全面脱贫保

驾护航。

当天，在石牛村临时“会诊

室”里，不少村民早早就来等待

就诊。南海医生们忙碌着为村

民看病开药、量血压。村民们表

示，对这次义诊活动很满意，希

望志愿者们能常到村里开展活

动。而在石牛村小学的教室里，

南海的老师给学生们送上了音

乐启蒙以及3D技术、无人机、

机器人等兴趣课堂，学生们高兴

地直呼：“这节课太有趣了。”

“南海的专家、学者们很专

业而且有耐心，老师的课堂生

动有趣，每年的联合社会服务

活动不仅是给村民送医送药

送课，也更加坚定了村民脱贫

致富的信心。”石牛村党支部

书记石汉明表示，非常感谢南

海区统一战线组织的社会服

务活动。

参加社会服务的志愿者们

纷纷表示，通过走进基层，走近

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群众

最迫切的需要，希望每年都能参

加类似活动，并努力带动更多热

心人士参与进来，让更多群众获

益受助，以实际行动扶贫帮困，

践行初心使命。

社会服务连送8年
南海区统一战线已连续八

年开展扶贫帮困、捐资助学、送

医送教等系列社会服务活动，走

入社区、农村，惠及群众4000
多人次，深受基层群众好评。

南海区统一战线充分发挥

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作用

和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独特优

势，积极动员全区统一战线成员

探索和拓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的舞台。一方面，通过资源整合

和集约共享，持续开展常态化、

精准化、专业化的联合社会服务

活动，不断扩大统战志愿服务队

伍；另一方面，顺应时代发展，贴

近群众需求，不断把统战服务活

动扎根基层、深入民心，为助力

脱贫攻坚贡献统战力量、展现统

战作为。

接下来，南海区委统战部

还将积极组织和引导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代表参与其中，促使其

立足自身优势，积极服务社会，

作为统一战线的新力量。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慧 通

讯员/叶长欢）昨日，南海检察院

举行2020年度第二次新闻发

布会，会上通报该院2020年上

半年主要办案数据及相关案

例。2020年1至6月，全区总

体刑事犯罪案件数量同比有所

下降，南海检察院审查逮捕、审

查 起 诉 数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40.6%、23.4%。

今年上半年，南海检察院批

准和决定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

1515人，同比下降40.6%；共

决定起诉 2064人，同比下降

23.4%。已办理的审查起诉案

件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

结 2142人，认罪认罚适用率

87.9%。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

区总体刑事犯罪案件数量同比

下降，但其中利用电信网络手

段实施犯罪的数量同比上升。

今年上半年，全区共起诉利用

电信网络实施的犯罪58人，同

比增加2%。

今年上半年，南海检察院

还共受理审查逮捕妨害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犯罪38人。随着

疫情形势好转，这类犯罪案件

呈现下降趋势，第二季度逮捕、

起 诉 人 数 环 比 分 别 下 降

11.8%、33.3%。从起诉妨害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所涉罪

名看，上半年以诈骗罪和妨害

公务罪为主，其中诈骗罪起诉

人数占86.7%。

在公益诉讼方面，今年1至
6月，南海检察院共立案办理公

益诉讼案件175件，同比下降

42.1%。共提起公益诉讼10
件，均为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其

中，法院作出一审裁判8件，均

为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判决支持

8件，占裁判案件的100%。

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方面，

今年1至6月，南海检察院共批

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42
人，同比下降47.5%。对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批准逮捕94人，

同比下降15.3%。在服务保障

非公经济发展方面，今年1至6
月，南海检察院共对影响非公经

济发展的刑事犯罪逮捕17人，

同比上升 112.5%；起诉 44
人，同比上升109.5%。

会上还通报了南海检察院

今年上半年办理的相关典型案

例。包括李某某妨害公务案；王

某某等41人电信诈骗串案；唐

某某虐待被看护人案；校园无烟

草公益诉讼专项行动监督佛山

市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佛山

市南海区烟草专卖局行政公益

诉讼案等。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慧 通讯

员/关舒允）目前是高考志愿填报

期，也是高考招生诈骗案件的高发

期。考生和家长该如何避坑？7月
30日，南海公安分局黄岐派出所民

警走进居民区开展“高考招生防诈

骗”宣传活动，向考生、家长科普反

诈知识，尤其是高考招生反诈知识。

“考生们考完了也不能松懈，

这个时候容易让犯罪分子乘虚而

入。”当天下午，黄岐派出所民警、

平安南海大巡讲讲师蔡健斌来到

中海金沙湾，向小区业主开展防范

高考招生诈骗宣讲，吸引小区内的

不少考生、家长前来参与。

低分“跳档”录取、走“内部”渠

道补录、“野鸡”留学中介诈骗、代申

请助学金诈骗……现场，蔡健斌结

合近年来招生诈骗违法犯罪活动的

典型案例，向在场的考生、家长介绍

了常见的招生诈骗手段。

蔡健斌介绍，近年来还出现

了通过伪造录取通知书、旁听学

校课程造成的“虚假入学”的骗

局。这种骗局往往会误导考生放

弃填报志愿或背离分数报考，造

成财产损失的同时，还会对考生

求学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所谓的‘内部关系’都是骗

局。”蔡健斌也强调，内部招生需要

由考生提交申请，并经过所在中学

和高校的推荐考核，不存在额外自

主招生名额，广大学生、家长不要

抱有低分高录的侥幸心理，谨防受

骗。

居民黄先生的孩子就是今年

的高考毕业生，他在现场听得格外

仔细，不时点头。“高考志愿关乎孩

子人生大事，我回去也要和家人普

及一下。”黄先生说。

南海检察院举行2020年度第二次新闻发布会

上半年受理审查逮捕
涉妨害疫情防控犯罪38人

高考录取在即 警惕招生陷阱
黄岐派出所走进小区开展“高考招生防诈骗”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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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为村民义诊。

(上接A01版)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冠肺炎

疫情对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我

国安全形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

大。世界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为

我们提供了难得机遇，同时也面临

严峻挑战。要增强使命感和紧迫

感，努力实现我军现代化建设跨越

式发展。

习近平强调，要同国家发展布

局相协调，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

针，贯彻我军现代化发展战略，拟制

好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形成科

学的路线图、施工图。要坚持方向

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突出军

事政策制度改革这个重点，统筹推

进各项改革工作，不断解放和发展

战斗力、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要

坚持自主创新战略基点，加强基础

研究和原始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

心技术，加快发展战略性、前沿性、

颠覆性技术，加快实施国防科技和

武器装备重大战略工程，不断提高

我军建设科技含量。要贯彻新时代

军事教育方针，健全三位一体军事

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军事人力资源

管理，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

化新型军事人才，延揽各方面优秀

人才投身强军事业。要更新管理理

念，提高战略素养，健全制度机制，

畅通战略管理链路，实质性推进军

事管理革命，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

能和国防资源使用效益。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全党全国

一盘棋，军地合力推进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强化国防意识，认

真落实担负的有关工作，在国防科

技创新、国防工程建设、国防和军队

改革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在军人

家属随军就业、子女入学入托、优抚

政策落实和退役军人保障等方面

积极排忧解难。军队要同中央和

国家机关搞好沟通协调，共同把国

防和军队建设推向前进。

(上接A01版)

一朝为军人、终身有军魂。“虽

然脱下军装，但我骨子里还是一

名军人，只是换了岗位继续为国

家和人民效力。”优秀退役军人代

表、黄岐派出所刑警中队办案组

辅警吴泽雁表示，将会在本职工

作中继续发扬听从指挥、认真履

职的精神，维护群众权益，为平安

南海建设添砖加瓦。

这20名优秀退役军人只是这

个群体的侧影，在南海公安分局，

共有 2538名退役军人以警辅人

员的身份奋战在一线，占全局警

辅人员总数近三分之一。服从命

令、听从指挥、吃苦耐劳、甘于奉

献……这些在部队中淬炼出的军

人品质在他们身上一直延续着，

使他们成为南海警队中一支重要

的守护力量。

“退伍不褪色，警营建新功。”南

海公安分局党委副书记、政委辛友

南鼓励广大奋战在警队的退役军

人永葆家国情怀，保持军警本色，

不断提升业务能力水平，在公安岗

位上发光发热。

统一思想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抓紧工作
奋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送医送药送课温暖对口帮扶村

南海区统一战线联合民主党派到南海对口帮扶村送服务

永葆军人本色 守护平安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