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恶意逃避收监
东方一男被撤缓刑执行原判

本报讯（记者陈启杰 通讯员曾群
飞 皮竣伟）缓刑期间违法吸食毒品，且
恶意脱管长达一个月，被依法撤销缓刑
后不知悔改的罪犯符某逃避收监。10月
9日， 试图逃避收监的符某被东方月亮
湾边防派出所民警在巡逻中发现，并依
法约束控制送交东方市司法局处理。

10月9日上午， 民警巡逻时发现上
身赤裸布满纹身且形迹可疑的符某。经
查，31岁的符某为撤销缓刑罪犯， 因犯
故意伤害罪被判缓刑。今年8月28日，符
某因不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工作被撤销
缓刑进行收监。 9月24日符某在得到通
知后离家逃避收监。

工作中的一次意外受伤， 让他从
此不能像正常人一样从事工作了。 他
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 把工作当成康
复锻炼的机会， 积极参加社会管理综
合治理工作， 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肯
定，被评为“2013-2014年度海南省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工作者”。 他就是
海口市琼山区委政法委主任科员、治
安联防大队教导员陈宝胜。

把工作当锻炼的机会
2010年4月，陈宝胜在工作中途受

工伤，造成1级残疾，尽管多方面努力，
身体仍然无法完全康复。 2011年7月，
陈宝胜被安排到联防大队兼任指导
员。 得知这个消息后，他把工作当成了
康复锻炼的一次机会。

9月6日上午， 记者在琼山区区政
法委办公室见到了正在打印材料的陈
宝胜， 身穿制服的他看起来和正常人
没有什么差别。 陈宝胜说：“虽然现在
身体不如正常人， 但我的记忆力非常
好， 只要是我过手的事情我都记得很
清楚。 ”虽然身体有些不便，但陈宝胜
没有自暴自弃，发现自己的优势，以此
更好地工作。

海航学院征地时发生纠纷， 陈宝
胜夜间3点钟接到指令，要求护送机手
撤离施工现场。 陈宝胜带20名队员赶
到现场，由于村口被围堵，出村只能从
山里经过。 陈宝胜和队友们徒步近两
个小时，连夜护送机手爬山越岭，在天
亮前赶到目的地。

红旗糖厂技改项目拆迁受阻，当
时左脚关节骨折的陈宝胜带伤上工
地，带领队员维护拆迁现场，完成拆迁
任务。

省妇幼保健院工程项目开工受
阻，陈宝胜带领队员突击赶往现场，连
续11个昼夜守候在工地， 化解多起摩
擦纷争事件， 帮助群众解决了实际问
题，使项目顺利开工。

像这样的事情真是太多太多了 。

陈宝胜说：“我负责的联防工作， 主要
是服务全区各项工作， 只有我们维护
好正常秩序， 才能给相关部门顺利处
理赢得宝贵时间。 ”

做到拆违建不拆民心
海口琼山区全区性拆违期间 ，联

防大队主要负责配合清场， 安全保卫
和配合拆迁等工作。 陈宝胜凭借自己
多年工作经验， 努力做到拆除违法建
筑，不拆散民心。

环湖路拆违， 有一位70多岁的阿
公，蹲守在违建房里，要求看看执法员
的工作证。 这时，身穿制服的陈宝胜走
到老爷爷身旁，问道：“阿公，我的工作
证是否可以？ ”老人说：“只要证明你是
政府工作人员就行。 ”陈宝胜拿出自己
的工作证给老人看， 老人仔细的看了
看，说：“我就相信政府。 ”说完，就主动
在陈宝胜的挽扶下走出房子。

这件事对陈宝胜的触动很大 ，他
说，“百姓是善良的， 我们工作人员在
拆迁工作中不能向百姓动粗。 ”在这件
事的启发下，每次带队拆迁，遇上类似
的问题，陈宝胜都喜欢与百姓聊天，希
望能给他们一点小小的安慰。

从严律己凭良心工作
从事工作20余年来， 陈宝胜一直

从严律己 ， 把清正廉洁放在心中 。
陈宝胜告诉记者，拆违行动中，很多违
建户会找到他，要求帮助疏通关系，许
诺每加一层或者保留一层， 给我万元
好处费。 陈宝胜说：“对当面找我的，我
当面拒绝， 表明我没有权力干预执法
人员工作，同时对我的亲人加强教育。
整个拆违工作， 我没有出面干涉过任
何一桩！ ”

已经53岁的陈宝胜向记者表示 ：
“我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我深
知，与一个正常人比，还有差距。 今后
工作中，我会凭自己的良心努力工作，
对得起我的这份工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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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荣突击暗访万宁和乐镇禁毒工作

本报讯（记者郭彦）10月16日下午，省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省禁毒委主任陈志荣到万宁市和乐镇乐群村委
会进行明查暗访、指导禁毒严打整治进展情况。 他要求
要充分发挥群策群力的作用 ， 各级机关与干部必须积
极行动起来，真正形成良好的禁毒氛围。

陈志荣对和乐镇乐群村委会禁毒工作进行明查暗
访，在村委会文化室召开了座谈会，听取了乐群村委会
支部书记翁振清与该市公安局及和乐镇等相关负责人
汇报禁毒工作的开展情况。陈志荣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
后，对省交通运输厅联合万宁市公安局帮扶和乐镇开展
禁毒宣传，在乐群村村道、学校等重点地段制作了宣传
牌、栏、宣传标语、宣传画，并在人员聚集区发放宣传手
册等工作及万宁市禁毒委联合市妇联开展的“妈妈训教
团”宣教活动，共青团万宁市委成立的禁毒志愿者服务
队开展“禁毒微电影”走基层活动、成立禁毒联防队等工
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陈志荣参观了乐群村村道围墙上各式禁毒宣传标
语与漫画，走访了村民农户，不时地驻足与村民交谈，询
问村民是否看得懂漫画的含义。当陈志荣接过村民递来
的毒品犯罪举报奖励宣传卡片，陈书记询问大家是否都
有该卡片，村民们不约而同地笑着说：“村里都发给我们
了，现在村里跟以前不一样了，吸毒者少了，治安状况比
以前好多了。 ”村民的回答让陈志荣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同学们好！ ”陈志荣来到乐群村小学，与两名放学
的小学生亲切地打招呼，询问“班上有没有上禁毒知识
的课？ 讲了几次？ ”小学生回答“一周三次”。 陈志荣来到
乐群村小学教师办公室，向教师了解学校开展禁毒知识
课程的情况。 得知学校每周坚持开展多种形式、通俗易
懂的禁毒宣传活动，陈志荣再次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陈志荣指出，禁毒工作不是公安一家的责任，要充
分发挥群策群力的作用，省、市、镇、村各级机关与干部
必须积极行动起来，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真正形成良好
的禁毒氛围。他强调，深入开展禁毒严打整治，要进一步
加大禁毒宣传力度，结合当地民情民俗，采取老百姓喜

闻乐见的宣传方式进行禁毒宣传，让每一个老百姓特别
是中小学生都认识到毒品的危害。

陈志荣要求，进一步加强党和政府的引导，要勇于
为人民担当， 确实增强禁毒严打整治的紧迫感和责任
感，把禁毒任务分解落实，加强督导检查；公安机关要进
一步加大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力度，努力做到“打增量、稳

现量、减存量”，各相关单位不要松懈，再接再厉，努力打
胜这场禁毒战争，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对禁
毒战争的坚定决心，让群众看到，禁毒对社会造就和谐
与提升幸福指数。

省委政法委副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侯建民、省交通
运输厅副厅长姚建勇陪同暗访。

陈志荣在万宁和乐镇暗访禁毒工作时强调，要勇于为人民担当

力争“打增量稳现量减存量”

本报讯（记者陈敏 邢芳琳 见习
记者肖瀚通 特约记者严献文）10月
16日 ，海南省高院党组书记 、院长董
治良带领调研组在海口市与美兰区
法院 、琼山区法院的法官 、法官助理 、
书记员进行座谈 。他强调 ，挖掘潜力
确保完成全年审判执行任务 。

董治良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请与
会人员围绕本院司法体制改革工作，谈
感受、谈认识、谈体会，谈困惑、谈问题，
谈意见、谈建议。参加座谈会的人员，主
要围绕海南法院司法改革后的司法责
任制等怎么看？ 怎么想？ 有什么意见和

建议进行了讨论， 与会代表畅所欲言。
董治良倾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后有针
对性地进行了解答。

董治良指出 ， 在海南省委的领
导下 ， 海南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工作
进展顺利 ，总的来看 ，按 照中央 、省
委的部署 ，实行员额制 、严格落实司
法责任制等各项改革正在稳步推进
中 ，成效初显 ：广大干警事业心责任
心增强 ， 全省法院审判质效有所提
高 ，队伍思想稳定 ，初步实现了改革
目标 。

董治良强调 ，完成全年审判执行

任务作为衡量司改成功的首要标准 。
今年是我省司法体制改革关键性的
一年 ，全省法院法官及司法辅助人员
要提高认识 ，切实把自己的思想统一
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六届
八次会议的精神上来 ， 形成拥护 、支
持 、理解改革的正能量 。 要结合 “三严
三实 ”专题教育活动 ，理清工作思路 ，
加强管理和监督 ， 结合本院工作实
际 ，开拓创新 ，攻坚克难 ，进一步挖掘
内部潜力 ，鼓足干劲 ，确保完成全年
审判执行任务 ，给人民群众交上一份
满意的答卷 。

董治良与海口美兰琼山法院法官座谈时要求挖掘潜力

确保完成全年审判执行任务

网售骗定金
儋州破获一电信诈骗案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麦文耀）10月

14日凌晨，儋州市警方成功破获一起以
网络兜售金钱龟为幌子进行诈骗的案
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名，带破诈骗案件
6宗，缴获作案电脑等作案工具一批。

今年7月份， 广西宁明县村民凌某
结识了叫“蒋宇”的网民，“蒋宇”自称是
儋州市人，养殖金钱龟，向凌某推销3只
金钱龟，谎称以65000元的优惠价出售。
凌某向“蒋宇”账户汇入6500元定金，第
二天“蒋宇”消失，凌某向儋州警方求助。

儋州民警迅速锁定了位于西联农场
曙光队的诈骗窝点和嫌疑人真实身份。
10月14日凌晨， 民警抓获犯罪嫌疑人林
某东。林某东对自己以网名为“金龟婿世
家” 的身份骗取凌某6500元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并交代了其余6起案件。

本报讯（记者曹飏 通讯员林玥）10
月18日，省检察院发布消息称：日前，三
亚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 依法对三
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 局长周
乃武（正处级）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犯罪
立案侦查。 省检察院通过此案表示，全省

检察机关将围绕 “全省整治违法建筑三
年攻坚行动”的部署，发挥检察职能，积
极作为， 严查违法建筑过程中的各种犯
罪，清除违建背后的保护伞。

据悉 ,违法建筑屡查屡建，与监管部
门少数工作人员失职渎职甚至提供保

护伞密切关联。 为配合全省整治违法建
筑三年攻坚行动，做好检察环节服务保
障等各项工作，省检察院已专门下发文
件，要求全省各级检察院要充分发挥检
察职能，依法严厉打击影响和阻扰整治
违法建筑过程中的各类犯罪，尤其是严

查违法建筑背后的职务犯罪案件。 省检
察院要求全省各级检察院要把深挖 、细
查、严办此类违法犯罪背后的职务犯罪
作为重点 ，多渠道 、多环节摸排发现线
索 ，集中力量查处城建 、城管 、征地 、拆
迁等领域中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
务犯罪案件。

另据了解 ，10月14日省检察院发布
消息称：日前，三亚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
决定， 依法对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陈少华（副处级）涉嫌受
贿犯罪立案侦查。

我省检方严查违建“保护伞”
三亚市行政执法局局长周乃武被立案侦查

创新社会治理 建设平安海南

拆违建不拆民心
———记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工作者陈宝胜

本报记者韩星

海口交警查处交通违法电动车 见习记者高凌 摄

本报讯（记者张英 陈超超）海口
交警从10月10日起至年底， 在全市开
展为期三个月的交通乱象专项整治行
动。 10月18日，记者跟随海口交警在市
区国兴大道大润发红绿灯路口、 龙昆
桥及丘滨路口对电动车“八不准”交通
乱象进行专项整治行动。 当天共查扣
电动自行车1766辆。

抓伤执勤交警脖子
10时， 记者在国兴派出所见到正

在做笔录的美兰交警大队大队长刘建
红， 他的左侧脸部有肿起， 脖子有抓
痕。 他介绍，执法时被当事人抓伤。

上午， 美兰交警在琼山区国兴大
道大英三西路处设卡交通整治， 朱某
涛骑着电动车行驶在机动车道上时 ，

车上还载着2名男子。 看到交警，朱某
涛在到达执勤点前约百米， 将两名乘
车男子放下， 自己骑着电动车到达执
勤点被拦截下来。

美兰交警大队大队长刘建红出示
了工作证件，但对方矢口否认超员，只
承认在机动车道上行车。 民警准备暂
扣朱某涛的电动车时， 其中一名乘车
男子朱某厌从旁冲出来与朱某涛两人
阻拦执法。 执法记录仪记录下了这两
人阻拦交警执法， 当时朱某涛抓着车
把手，而朱某厌躺在地上，用手抓着电
动车前轮，不让交警拉走。

在国兴派出所内， 记者见到了参
与阻拦执法的朱某厌， 朱某厌不承认
朋友存在交通违法行为。 但作为驾驶
人的朱某涛承认上了机动车道。

据了解，2名阻拦执法的男子被行
政拘留。

改装电动车被查扣
上午11时10分， 在丘滨路口整治

点， 一名二十几岁的男子骑着改装电
动自行车行驶在十字路口斑马线上 ，
四处张望，交警将车拦查。

记者看到， 车身脚踏板处加装了
电瓶， 信息显示， 该车功率高达2000
瓦，最快时速可达60公里。 此外，该车
还对加装了车身后座驾。 经过交警检
查，改装的车辆加装了多个电瓶，交警
开具扣留单时，车主离开了。

“在今天的查处过程中，好几辆超
标改装车的车主没等我们把扣留单开
出来，就弃车离开了。 ”交警称。

孕妇机动车道行车被查
11时20分， 一女子在机动车道上

驾驶电动自行车，被交警拦下，该女子
情绪比较激动：“我违章了，我认罚，但
是你们浪费我的时间。 ”

“我是孕妇， 每天要吃六顿饭，我
低血糖了，你们要给我管饭。 ”就在交
警开具罚单后， 该女子待在整治点不
肯离开。

“现在查车不是要教育吗，我就让
他们好好教育一下， 教育满意了我就
回家。 ”该女向交警提出要求。

直至中午1时，该女仍在整治点不
肯离开， 执勤民警只能通知辖区金贸
派出所，在民警的劝导下，该女子终于
同意回家。

海口整治交通一天查扣电动自行车1766辆

一车主阻拦扣车抓伤交警
本报讯（通讯员黄颖 记者严学

丰） 为加强对临高县中学生法制宣传
特别是禁毒宣传教育，10月14日晚，应
临高中学的邀请， 临高县法院法官助
理吴跃进到该校进行专题为 《珍爱生
命和前途，远离毒品和犯罪》的法制宣
传教育讲座，全校师生400多人现场接
受了教育。

吴跃进从“什么是毒品？ 毒品有
什么危害 ？ 作为一名中学生应该如
何预防和抵制毒品 ？ ”开讲 ，由浅入
深 、从易到难 ，深入分析 “未成年人
容易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 ”以及 “如
何有效避免违法犯罪 ？ ”运用提问 、
抢答 、 互动等教学方法 ， 尤其利用
PPT图文并茂直观地展现给广大学

生 ， 同时对回答对的同学给予笔记
本奖励 。 吴跃进通过介绍涉毒明星
的案例 ，指出作为公众人物 ，理应承
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 用自己的行为
向公众传递正能量 ，做一个有价值 、
有品行 、有道义的明星 ，而不是一种
在物质极为丰富之后选择消极糜烂
生活方式 ，涉毒犯罪 ，对己对社会都
会产生负面影响 。 吴跃进的精彩讲
课 ， 博得了同学们一次又一次热烈
的掌声，深受师生的欢迎。

师生们纷纷表示， 通过法制宣传
教育讲座，进一步增强了师生的防毒、
拒毒意识，营造了一个文明、净化的校
园环境，做到积极宣传，预防为主，促
进师生们的健康成长。

临高法院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

以明星涉毒案引导师生防毒

海口秀英区加大对顶风
抢建违建打击力度

1天拆违
1.4万余平米
启动农村建房报建试点，村

民可通过合法渠道规划报建

（详见 3 版）

我宣誓:公正司法廉洁司法
省一中院、省二中院分别组织新入额法官集体宣誓

（详见 3 版）

海口交警路遇一面包车起火自燃

及时处置快速灭火获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