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蒙职宇 通讯员黄名
亮） 近日， 屯昌法院召开专题学习研讨
会， 深入学习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
简称《准则》和《条例》）。

会上，党组书记、代院长苏志辉对《中
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作了全文领学和解读。 苏
志辉要求，院党总支、各党支部要认真组
织党员干警深入学习领会《准则》和《条
例》， 使党员干警牢记各项廉洁自律要求

和党的纪律底线，践行党的宗旨，恪守党
的纪律；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结合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 带头学习和践行
《准则》和《条例》，带头遵守党的规定和纪
律，切实加强党性修养，履行好“一岗双
责”，确保党规党纪落实到位；全院党员干
警要把学习贯彻《准则》和《条例》的成果
转化为推进执法办案工作的实际行动，严
守法官职业道德和司法行为规范，公正廉
洁执法，提升司法公信力，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省新成监狱学习贯彻十
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要求

深化认识
提高管教水平
本报讯（通讯员边媛媛 记者王慧

申王军）12月2日下午， 省新成监狱组
织全体民警召开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宣讲大会，切实传达全会精神，推动监
狱民警准确把握“十三五”期间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及总体思路。

会上 ，监狱党委书记 、监狱长苏
白山向全体民警宣讲了十八届五中
全会公报和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的建议 》 的重要内容 ， 从奋斗目
标 、六大原则 、五大理念等五个方面
深入解读五中全会 ， 使民警了解了
未来五年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以及
十 八 大 以 来 党 中 央 的 各 项 决 策 部
署 ，做到深入传达会议精神 ，准确把
握会议要求。

苏白山要求 ，作为党员 ，要全面
了解党的施政方略 ， 在把握大局的
情况下 ， 及时了解党的各项战略方
针 ，深刻认识国家的发展形势 ，把党
的指示精神充分贯彻到监狱工作中
去 。 监狱人民警察只有大量获取社
会动态信息 ， 不断深化自身对社会
发展的认识 ，紧跟党的步伐 ，才能使
服 刑 人 员 认 可 监 狱 民 警 的 管 教 方
式 ，接受认罪服法教育 。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
部、省文体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
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案件线索
举报。 我们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
定 ，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 ，定期通
报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
行政执法总队 ）、66810531 （省记
协），举报邮箱：hnx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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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王润岚 记者王慧）
12月3日上午，省三亚强制隔离戒毒所与
三亚市海棠区藤桥社区共建的社区戒毒
（康复）工作指导站正式揭牌成立。 该指
导站是该所在三亚市成立的第三个社区
戒毒（康复）工作指导站。

据该区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 ，海棠
区吸食毒品人员不断增多 ， 因毒品引
发各类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呈增多趋
势 。 今年来 ， 该区共破获贩毒案件48
起，抓获贩毒嫌疑人55人 ，抓获吸毒人

员226人。 目前该区接受社区戒毒的人
员有88名。

据了解 ， 为帮助解决该区的社区
戒毒 （康复 ）人员的后续照管难问题 ，
省三亚强制隔离戒毒所积极和海棠区
委区政府沟通联系 ， 在有关部门的大
力支持和配合下 ， 成立了海棠区藤桥
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指导站。

据悉 ， 海棠区藤桥社区戒毒 （康
复）工作指导站成立后 ，将在该区构建
起以司法行政戒毒系统为主导 ， 以社

区为依托、以家庭为基础 ，形成多部门
联动的社区戒毒 （康复 ）工作平台 ，进
一步推进海棠区禁毒 、 戒毒工作的全
面发展。

据省三亚强制隔离戒断所负责人
介绍，该所将抽调业务科室的骨干 ，轮
流到社区戒毒 （康复 ）工作指导站开展
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指导工作 ， 对社
区戒毒 （康复 ）人员 、解除人员开展入
户走访调查工作以及心理咨询工作 ，
为他们提供心理辅导 、就业安置 、就业

推介等帮助。 同时，该所还利用中央财
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
（简称“阳光家园”社会服务项目 ）提供
的30万资金 ， 对该区内家庭困难的社
区戒毒 （康复 ）人员以及解除人员 ，开
展医疗救助 、子女帮扶 、健康体检 、发
放救助金等帮扶活动 ， 让他们感受到
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关爱 ， 使他们坚定
彻底戒除毒瘾的信心 ， 为他们顺利地
融入社会 、回归社会 ，降低他们的复吸
率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记者张三清 通讯员陈振
涯）11月30日、12月2日，省司法厅和海口
市司法局在椰城、 椰海两家公证处联合
开展年度检查， 分别抽查了各公证处在
今年9月之前公证员办证归档的60份卷
宗，从办证程序、法律适用、公证文书、公
证档案、公证收费等方面进行检查。

从检查的情况看，椰城、椰海两家公
证处的公证档案整体办证质量良好，公

证档案质量稳步提高， 但应注意外地企
业异地办证、 公证档案页码编撰等细节
的问题，注意公证文书的严谨性。 同时，
省、 市司法行政部门通过这次检查对公
证体制改革和发展等问题与公证员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通过年度公证质
量检查，进一步加强了公证质量管理，规
范公证执业行为，提高公证公信力，促进
海口市公证工作健康、有序、良性发展。

本报讯（记者刘毓安 通讯员柳
柯 黄晓辉）冯某 （男 ，现年 28岁 ，海
口市人 ） 以上网为由骗取朋友身份
证 ， 并用这张骗来的身份证连办了
两张信用卡 ，透支万余元后终被捕 。
近日 ， 海口琼山法院以犯信用卡诈
骗罪判处被告人冯某有期徒刑1年 ，
缓刑2年，并处罚金2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初，
被告人冯某以上网为由骗取罗某的
一张身份证 。 随后冯某找到一家交

通银行用罗某的身份证申请办理了
一张信用卡（信用额度是2000元)。 冯
某又在龙昆南路找到一家光大银行
用罗某的身份证申请办理了一张光
大银行的信用卡 （信用额度是15000
元)。 2015年1月至4月期间，冯某用罗
某的身份证申请办理的两张银行信
用卡提现 、 消费共计16788.29元 ，共
累计透支17556.23元 。 2015年4月30
日 ， 被告人冯某家属将冯某透支钱
款如数归还。

法院认为，被告人冯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 ， 使用骗取来的他人的身
份证件 ， 骗领银行信用卡并冒用他
人的信用卡提现 、消费 、恶意透支共
计16788.29元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
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应当依法惩处 。
鉴于被告人冯某犯罪后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 ，并积极退还全部赃款 ，可
以从轻处罚 。 根据被告人冯某的犯
罪情节和悔罪表现 ， 依法可以宣告
缓刑。 遂依法作出以上判决。

省仁兴戒毒所开展校园
禁毒防艾宣传

增强学生
远离毒品意识
本报讯（通讯员麦海威 记者王

慧）12月1日 ， 省仁兴戒毒所与澄迈
仁 兴 镇 政 府 以 世 界 艾 滋 病 日 为 契
机 ， 在西达中学共同举办禁毒防艾
宣传活动 。

据了解 ， 当天活动共发放禁毒
法 、防范毒品 、预防艾滋病常识等宣
传资料500余份 ，展出宣传展板9块 ，
悬挂宣传标语2条 ，并出动青年志愿
服务者 、禁 （戒 ）毒业务骨干等宣传
人员20余人 。

活动通过专题讲座、 发放宣传材
料、陈列宣传展板、集体宣誓等形式展
开。通过集中宣传活动，增强了西达中
学学生们对毒品和艾滋病危害的认
识，进一步提高了远离毒品、预防艾滋
的意识，得到了该校师生一致好评。

省三亚强戒所成立第三个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指导站

民警进社区帮扶戒毒人员

本报讯（通讯员张晶晶 记者王慧
申王军）12月3日上午 ， 省三江监狱召
开 2015年度领导干部廉内助座谈会 。
监狱党委班子成员 、驻监检查室主任 、
监狱中层领导干部及民警家属共97人
参加会议。

会前，家属们在监狱民警的引导下，
深入监狱的行政区和监管区参观，了解
自己爱人的工作环境，切身感受到监狱

工作的重要性和民警工作的艰辛。
上午10点 ， 廉内助座谈会正式开

始。 监狱党委副书记、政委彭顺龙介绍
了单位基本概况 ， 并向民警及廉内助
们播放了警示教育纪录片 。 家属们深
有感触 ，踊跃发言 ，畅谈自己的感想 。
监区长杨孚文的爱人谭佩芳表示 ，她
会做好家庭的保护伞 ， 让丈夫能够一
身正气上班，两袖清风回家 ；科长蔡虎

的爱人黄桂玲说 ， 她感受到了监狱工
作的纪律严明 、管理规范 ，她决定要多
多学习，和丈夫共同进步 ，当好丈夫事
业上的护航舰 ； 副监区长吕游的爱人
胡若兰对其丈夫作深情告白 ， 热泪盈
眶地说 ， 经过此次的参观才真正了解
丈夫工作的不易 ， 她和孩子会永远支
持丈夫的工作 。 监狱长麦吉松等领导
也深受感动，偷偷抹泪。

监狱党委书记 、 监狱长麦吉松在
会后作总结发言 ， 他要求在座的民警
和廉内助们要充分认识党风廉政工作
的重要性 ， 深刻认识到贪污腐败等违
法违纪行为的危害 ，算好政治 、经济 、
个人 、家庭 “四笔账 ”；要防微杜渐 、警
钟长鸣 ， 各位家属要把好工作八小时
之外的廉洁关 ，做好家庭监督员 ，牢筑
廉洁内防线。

省三江监狱召开领导干部廉内助座谈会提出

算好“四笔账” 当好“廉内助”

本报讯（记者郑甜 通讯员邵帅）
记者12月3日从海口边防支队获悉，12
月1日，海口边防支队新埠边防派出所
经过地毯式搜索， 在新埠岛江畔花园
小区抓获一名涉嫌持刀抢劫的犯罪嫌
疑人符某。

据该所民警介绍，当日20时许，派
出所接到一名群众报警称， 其在新埠
岛新东大桥处被一男子持刀抢劫其电
动车。民警随即赶赴案发现场，经报案
人指认， 民警发现嫌疑人逃逸方向为
江畔花园小区，遂沿道路进行追踪。

20时47分， 在沿途追踪寻找犯罪
嫌疑人的过程中， 派出所的值班员向
出警民警又通报了刚刚接到的一起警

情， 有群众在新埠岛江畔花园工地旁
的河堤处钓鱼时， 被一男子持刀捅伤
手臂。 出警民警初步判断该男子与持
刀抢劫电动车的男子系同一人， 并赶
往报案的伤者所在处。

到达现场后， 民警发现伤者系一
名6旬老人，双手手臂被捅伤，出血量
严重， 当即用随身携带的急救包对老
人进行了简单的包扎。据了解，老人于
当日吃完晚饭后， 到达新埠岛江畔花
园工地旁的河堤处钓鱼， 于20时30分
左右， 一名骑乘电动车的男子神色慌
张， 因道路黑暗未注意到老人而险些
撞上。老人当场指责了该男子，两人发
生口角， 期间该男子突然掏出了一把

小刀刺向其手臂， 随即弃车逃逸。 随
后，民警兵分两路，一路待120急救中
心车辆到来后， 跟随老人前往医院进
一步了解情况， 另一路根据老人指认
方向继续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追捕。

由于江畔花园工程还未完工，道
路并不通畅， 民警判断犯罪嫌疑人还
躲藏在江畔花园工地内， 遂联合海口
市公安局美兰分局便衣大队、 巡逻车
警员，守住该工地几个重要路口，并展
开地毯式搜索。22时许，民警终于在工
地内的一处房屋内将犯罪嫌疑人抓
获。目前，该案已移交美兰分局刑警大
队二中队作进一步处理。（文中人名均
为化名）

男子持刀抢电动车又伤人
海口边防民警地毯式搜索抓获嫌疑人

海口一男子骗朋友身份证办信用卡

恶意透支万余元被判刑

省司法厅、海口市司法局联合开展公证质量检查

抽查办证归档卷宗120份

本报讯（见习记者黄昌平 通讯员赵
义海）12月2日上午， 洋浦交警支队在保
税港区政务中心大门前开展了主题为
“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宣传日
活动。公安局、安监局、社会发展局、文明
办、 运管处等相关领导参加启动仪式并
指导宣传工作。

活动紧紧围绕“拒绝危险驾驶、安全
文明出行”主题，在启动仪式上，公安局
领导作了精简的开幕致辞， 志愿者代表
宣读了“文明交通志愿者宣誓”，交警支
队副支队长为文明交通志愿者授旗。 同
时，还举行了“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
出行”倡议签字活动。

参加活动的民警耐心地向前来参加
本次活动的企业员工、 区内群众、 志愿

者、学生讲解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
正式实施的相关规定， 劝导机动车驾驶
员杜绝抵制 “路怒 ”、随意变道 、违法占
道、不礼让斑马线、占用应急车道等危险
驾驶行为， 进一步增强广大交通参与者
的安全出行意识和文明出行意识。

该支队还组织志愿者和学生代表到
交警支队事故科及车管所办证大厅参加
警营日活动，了解交通事故处理、车辆管
理、驾驶人管理和违法处理的工作程序，
丰富了活动内容。

据了解，本次活动，该支队共发放各
种交通安全知识宣传资料万余份。 宣传
日结束后， 该支队将继续在全区开展交
通安全宣传，送法进区内各学校、金海浆
纸、海南炼化等企业。

洋浦交警支队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文明交通志愿者宣誓

本报讯（记者王季 通讯员王慧
珍）12月2日 ，澄迈县司法局联合县公
安局 、文明办 、交通局 、教科局 、安监
局和团县委等单位在该县长途汽车站
开展主题为 “拒绝危险驾驶 、 安全文
明出行 ”的 “全国交通安全日 ”宣传活
动 ，不断提升全社会的法治交通意识
和文明交通水平 ， 营造文明交通的良
好氛围 。

在活动现场， 主办方组织交警、交

通安全志愿者、 客运企业代表等人员举
行启动仪式，发出倡议“从自身做起，从
小事做起，遵守交通信号，不酒后驾驶，
不超速行驶， 不超载行驶， 关注交通安
全、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做文明交通
的倡导者、实践者和守护者”。

仪式结束后， 工作人员还走上街头
为行人、驾驶员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
解行人、 车辆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
危害及各类交通安全常识。

澄迈县司法局联合多家单位开展宣传活动

倡议文明交通从我做起

本报讯（通讯员彭先帮 记者王慧）
“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生命虽
短爱你永远，不离不弃，你是我的小呀小
苹果儿……”， 伴随动感的音乐，60余名
民警职工和家属舞姿洒脱、 动作整齐地
舞动广场舞，这是12月2日晚发生在省海
口监狱办公楼前广场的一幕。

据悉， 该狱为进一步丰富民警职工
和家属精神文化生活， 倡导健康文明的
社会新风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在广大民
警职工和家属中推广普及全健排舞，为
民警职工提供一个展示自我、 提高自我

和相互交流平台，营造了积极向上、和谐
温馨的狱内环境。 该狱特别新增添了音
响设备和舞美灯光， 使民警职工和家属
活动有场地、舞动有设备、设施有保障。

该狱党委副书记、政委娄湘林表示，
监狱党委高度重视民警职工和家属群众
性文化生活，党委支持，工会、团委共同
搭台，干警参与兴致高。该狱还加大职工
之家、民警职工健身房、文化图书室等文
化活动场所投入和建设力度， 为民警职
工和家属营造一个良好的积极向上的健
康的文化环境。

省海口监狱积极开展文化健身活动

营造健康文明文化氛围

屯昌法院学习贯彻《准则》和《条例》要求

廉洁执法提升司法公信

本报讯（记者张英 刘少珠 杨希
强 通讯员张秀辉）12月3日，海口龙华
警方打击“两抢一盗”雷鸣行动再传捷
报，继破获现代花园、耀江花园系列盗
窃案件后， 再次打掉一个入室盗窃团
伙，抓获团伙成员3名，现场缴获铁箱
一只（内有现金）、被盗香烟一箱，现金
1100元。

12月3日凌晨5时40分许，海口龙
华警方飞龙大队在海秀路农机公司
附近执行蹲守任务时， 发现有4名男
子往海秀桥方向徒步快速行走，其中
一名男子手里抱着一个黑色箱子状
物品，一名男子抱着一个黄色箱子状
的物品，行迹十分可疑。 中队长刘登
攀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判断， 这4名
男子肯定有问题， 便安排蹲守的5名
飞龙队员组成环形包围圈， 准备将4
人包围盘查 。 当飞龙队员表明身份
时，4名男子扭头就跑，一边跑一边把
将手上的箱子丢掉。早有准备的飞龙
队员迅速合围，一举将嫌疑人杜某宗
（男 ，20岁 ，四川人 ）、何某宝 （男 ，16
岁 ，四川人 ）、滕某伟 （男 ，18岁 ，湖南
人）抓获，另有一名嫌疑人趁乱逃脱，
现场缴获铁箱一只（内有现金）、被盗

香烟一箱，现金1100元。
经初步查明，12月3日凌晨3时许，

嫌疑人杜某宗等人先后在海口市友谊
南路 （金山小区西门）、 海濂路作案4

起，撬盗大型药店3家、大型超市1家。
此外， 嫌疑人杜某宗等人还交代了结
伙实施入室盗窃20余起的犯罪事实。

目前，案件在进一步审讯深挖中。

凌晨撬盗药店超市
海口龙华警方再次打掉一入室盗窃团伙，抓获3嫌疑人

3嫌疑人落网 （海口龙华公安分局供图）

案情传真

本报讯（记者宋飞杰 通讯员符丽梅）
今年12月2日是第四个 “全国交通安全
日”。 当日上午，白沙黎族自治县文明办、
教育局、司法局、交通运输局、安监局、交
警大队、文明交通志愿者等，在该县文明
湖举办“12·2全国交通安全日”活动。

“全国交通安全日” 活动启动后，县
公安局副局长兼交警大队长李才森在现
场设置的宣传咨询台解答市民提出的各
种问题。 同时， 活动现场摆放了安全展
板，将典型交通事故进行展示，还原事故
现场，分析事故原因，警示注意事项，宣
传交通法规。 警方发放了交通安全知识
宣传资料、小礼品及宣传单。

此外还开展了劝导活动， 志愿者分
成3组围绕今年“12·2”主题宣传“拒绝危

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进行劝导。
当天，共发放宣传资料5000余份，劝

导交通违法行为人150人次，回答群众咨
询问题142条。

白沙县开展“全国交通安全日”宣传

警方现场答疑释惑

拒绝危险驾驶 安全文明出行

交警引导行人过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