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 1 版）争取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激化之前。”周文馆说，他
会继续跟踪这次打架事件，早日化解双方矛盾。

派出所联合户长化解矛盾

打安镇派出所参加南达村打架矛盾协调座谈的是副所
长林诗新，在为时一个多小时的调解结束后，记者驱车同林
诗新一起返回打安镇上。天色渐渐暗淡，山路弯曲绵延，如
同基层矛盾化解工作虽然曲折，但经努力还是会到达目的
地。林诗新告诉记者，派出所联合户长调解矛盾纠纷在白沙
县是很普遍的做法，就是希望矛盾纠纷能够化解在基层。

“打安派出所去年曾联合户长化解了一起典型的纠纷。”
林诗新回忆，白沙某热作场曾因土地与当地村民发生纠纷，
虽然热作场有土地证，但村民认为这是“祖宗留下来的地”，
因此，村民开始抢种，也不愿意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当地
的户长在百般劝解后，村民无动于衷，矛盾一度激化。于是
户长将此问题上报给了打安镇派出所。

“我们了解情况后，立即安排负责法宣的民警，联合户长
开展工作。”林诗新介绍说，民警负责给村民普法，户长负责
从情感上给村民做思想工作，终于劝服村民走法律途径解决
这个问题，“最终村民虽然败诉了，但村民们因为了解了法
律，所以也再没有与热作场起过关于土地的纠纷了。”

白沙县信访局局长符建敏介绍，白沙县要求矛盾纠纷排
查和调解工作要做到“三抓、三前”，即抓早、抓小、抓苗头，
防范工作做在矛盾纠纷发生之前、化解工作做在矛盾纠纷发
生之前、调处工作做在矛盾纠纷激化之前，防止各类矛盾纠
纷的激化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今年截止到目前，白沙县无群访、闹访、常访等恶性事
件发生。”白沙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李广清表示，白沙县
信访工作始终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主线，端正工作态度，
耐心对待上访者；对待接访事件坚持以事实为核心，认真研
判，联合相关部门，及时协商更正化解矛盾；同时，建立机制，
切实贯彻户长制，联合精准脱贫贫困户帮扶责任人，排查矛
盾纠纷，将信访矛盾化解于萌芽状态。

昌江系列普法宣传活动进乡镇

给镇村干部困难群众
送法律知识

本报讯（记者郝文磊 麦文耀 通讯员陈怡）为加强基层
干部的法治理念教育，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8 月 30 日，
昌江黎族自治县司法局、普治办、七叉镇政府联合举办普法
骨干、法律扶贫暨民法总则宣传活动。

昌江法院党组成员、普法讲师团成员从《民法总则》的制
定背景、起草情况、主要内容、主要亮点作了全面系统地讲解。

昌江司法局法律援助工作人员通过对法律援助经典案
例的分析，使基层干部对法律援助工作有更进一步了解和更
深层次的认识。

讲座结束后，工作人员还在重合村设点，解答村民提
出的土地承包等法律问题。

据了解，普法骨干、法律扶贫暨民法总则系列宣传活动已
覆盖昌江 8 个乡镇，为镇村干部和困难群众讲解法律知识，使
干部学会运用法律手段，协调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之间的矛
盾冲突，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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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英 和婷婷 特约记者陈
世清 通讯员林馨）为进一步加强机动车乱
鸣喇叭违法行为整治工作，海口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从 8 月 30 日至 9 月 30 日开展为期一
个月的机动车乱鸣喇叭专项整治行动。在 8
月 30 日整治行动首日，海口交警共出动 256
名警力，现场查处机动车乱鸣喇叭违法行为
184 起。

据了解，为营造安定和谐的人居环境，
2015 年 7 月 27 日，海口市环境保护局、海口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联合发布通告，海口
市区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禁止鸣喇叭，如机
动车在禁鸣区域鸣喇叭，海口公安交警部门
将依法处以 50 元罚款。

海口交警表示，以白驹大道与琼山大道
交叉路口、东线高速公路凤翔路匝道口、新

大洲大道与凤翔路交叉路口、龙昆南路与城
西路交叉路口、城西路与学院路交叉路口、
椰海大道与学院路交叉路口、椰海大道与丘
海大道交叉路口、丘海大道与南海大道交叉
路口、丘海大道与海秀西路交叉路口、丘海
大道与滨海大道交叉路口（往北延伸至海岸
线）为分界的连线，与海口市北侧海岸沿线
和东侧南渡江沿线（含海甸岛、新埠岛）形成
的闭合区域内的所有道路，全天 24 小时禁止
机动车鸣喇叭。

据悉，海口交警部门针对市区内乱鸣喇
叭的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今年 1 月
至 8 月共查处 16921 起，查处数量同比增长
约 69%。

本报讯（记者陈敏 肖瀚）北京一房地产
公司高管刘某，在负责海南一项目股权出让
过程中，谎报信息致使公司将原本价值 1.5
亿元价值股权以 5000 万元出让给他人，刘某
从中收取 2000 万元好处费。近日，海口龙华
区法院一审判决刘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
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9 年，并处没收财产 20
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 年，刘某入职北
京某地产公司。2009 年 12 月 28 日，刘某被
任命为公司总裁助理。

2011 年 8 月，北京某地产公司出资 1.5
亿元与海南中投公司合伙成立海口渔业中
心，并以海口渔业中心受让临高实业有限
公司 40%股权的方式，定向投资深海养殖项

目 1.5 亿元。
2013 年 4 月，北京某地产公司因故决定

收回投资款，并与临高实业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郑某某达成初步意向，由郑某某以
1.5 亿元回购 40%的股权，同时由项目投资
管理人尚某乙具体商谈，并由时任北京某
地产公司投资处处长的刘某跟进该股权转
让事宜。

同年 10 月 18 日，尚某乙代表海口渔业
中心与郑某某签订股权回购协议。

签订合同后，由于刘某的不真实汇报，
北京某地产公司认为郑某某及其关联企业
已资不抵债无法支付 1.5 亿元股权回购款。
2013 年 11 月 29 日，北京某地产公司指定的
公司与尚某乙签订合同，北京某地产公司将

其持有的海口渔业中心价值 1.5 亿元的出资
份额以 5000 万元的价格出让给尚某乙实际
掌控的海南谷盛投资有限公司。

2014 年 5 月 8 日，根据刘某的指示，尚某
乙的北京网讯传媒技术有限公司通过银行
汇款，将 2000 万元汇至刘某控制的北京汇智
管理有限公司。刘某收到 2000 万元后，同年
5 月 14 日将 781 万元以其女儿刘某某的名义
在海口购买一套别墅，其余款项用于个人生
活花销。

龙华法院认为，刘某身为企业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
2000 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
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应予惩
处，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说话声大引争执
声大者持棍打伤人

文昌两男子犯故意伤害
罪海口获刑

本报讯（通讯员毛雨佳 熊林凤 记者杨
希强）因说话声大发生争执，文昌男子林某
伙同林某明殴打陈某致其受伤。近日，海口
龙华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
处林某有期徒刑1年2个月，缓刑二年；判处
林某明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二年。

2016 年 11 月 8 日 3 时许，林某、林某明
等人路过海口市龙华区某处时，因林某明说
话声音比较大，陈某路过时表示不满，之后
双方发生争执并产生肢体冲突，林某持木棍
打了陈某背部一棍。陈某被打后逃跑，林某
等人则持木棍、抽出腰带追打陈某。之后，
民警接到群众报警赶赴现场抓获林某和林
某明。经鉴定，陈某伤情属轻伤一级。

龙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林
某、林某明结伙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并致
一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应
予惩处。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市民投诉海口椰岛华庭小区
有业主违建》后续

海口市政市容委
要求城管5天内拆除

本报讯（记者和婷婷）本报 8 月 28 日《市民投诉海口椰岛
华庭小区有业主违建》报道的海口椰岛华庭小区结构拉板和
公共消防区域被业主私自改建、长时间未得到解决一事有了
新进展。8 月 29 日，海口市市政市容委工作人员表示，已要
求城管 5 天内必须拆除违建。

据了解，今年5月以来，椰岛华庭小区业主多次向海口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反映，该小区的结构拉板和公共消防区域被部分业
主私自改造，改建成卫生间或厨房。由于小区未通过验收，这问
题在城管、街道和住建等部门间被推来推去未得到解决。

8 月 29 日，琼山区城管局案件室系统组组长吴宗杰称，
城管部门已经到小区调查了解，要求物业对目前改造结构拉
板的户数进行统计，局里会依照法律程序立案处理。

海口市市政市容委市督察支队支队长、打违指挥部办公
室副主任屈冠峰表示，琼山城管已于 8 月 29 日下发通知书，
目前执法程序还没走完。“我们已要求城管五天内必须拆除
违建，并将对久拖不决、个别工作人员回答不符合规定的情
况和拖沓的执法作风进行调查。”屈冠峰说。

贩卖毒品疑似物
定安一少年获刑

本报讯（记者陈超超 通讯员吴达忠）定安少年陈某某夜
晚在海口某商城旁贩卖毒品疑似物被民警抓获。海口秀英
区法院近日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 7 个
月，并处罚金 5000 元。

今年 2 月 19 日晚，被告人陈某某在海口市凤翔路某商业
城旁，以 600 元的价钱将 1 小包“K 粉”卖给购毒人员。双方
交易完成后，即被公安民警抓获。民警从陈某某身上缴获毒
资 600 元和作案工具手机一部，从购毒人员身上缴获毒品疑
似物 1 小包。经鉴定，被缴获的毒品疑似物检测出二甲基砜
成分，净重 16.37 克。

法院另查明，被告人陈某某案发时未满十八周岁。在法
庭审理过程中，法院了解到被告人陈某某父亲整日饮酒，不理
家事，母亲靠打零工维持家庭生活。陈某某生性顽皮，好讲义
气。通过庭审教育，陈某某对自己贩卖毒品的行为深感后悔。

法院认为，陈某某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因其所贩卖的
毒品疑似物经鉴定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毒品，即由于其意志
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属于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
处罚。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东方四更司法所组织社
区矫正人员参加义务劳动

清理近千米
海岸线垃圾

海口交警昨起专项整治机动车乱鸣喇叭

行动首日现场查处184起

民警查处乱鸣喇叭司机民警查处乱鸣喇叭司机

谎报信息致公司损失1亿
捞钱2千万给女儿买别墅

北京一企业高管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海口获刑9年

新闻追踪FZ

社区矫正人员参加义务劳动社区矫正人员参加义务劳动

本报讯（记者严学丰）潜逃 15 年，“洗

白”身份迁移外县，8 月 30 日，临高警方多

警联动，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公安局的协助

下成功抓获命案逃犯王某海。

据了解，2002 年 10 月 15 日 21 时，临高

县南宝镇乐全村的王某海伙同王某灵等

人在南宝墟一门店处持台球棒殴打南宝

镇右道村的陈某。陈某被打伤后于当晚

送至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案发后，犯罪嫌

疑人王某海潜逃。公安机关多次组织警

力追查其踪迹，但经多方努力却未有突

破，为此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王某海进

行网上追逃。

2017 年，临高警方全警动员充分调动

各种资源和手段对历年积案在逃人员进

行梳理。临高警方在通过运用新型科技

信息手段对辖区内在逃人员信息进行比

对时，一条户主登记为“林某生”的可疑户

籍变迁信息引起民警警觉。临高公安局

情报大队研判认为，名为“林某生”的男子

就是 2002 年 10 月 15 日对陈某实施伤害并

致其死亡的命案在逃犯王某海“洗白”身

份后伪装而成，王某海于 2009 年时使用

“林某生”的身份迁至昌江。

摸清情况后，临高县公安局情报大队与

网警大队牵头，抽调精干警力组成追逃小

组，并及时联络昌江公安局请求协助。8月

30日，追逃小组在昌江警方的配合下，在昌

江石碌镇第三小学附近将王某海成功抓获。警方抓获命案在逃犯王某海警方抓获命案在逃犯王某海

“洗白”身份潜逃15年
临高昌江警方联合抓获一命案逃犯

听英雄事迹学英雄精神
（上接 1 版）街头用嘴吸痰救昏迷女店

主，在座谈会上，说起自己救人的故事，省见

义勇为英雄、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林启辉

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他说，“当时在购

物时，看到一名女店主昏倒在地，围观的人

正在按手按脚、掐人中等，但是都无济于事，

我没有多想就开始救人。”他对女店主进行

近 10 分钟的心肺复苏后，发现对方没有反

应，观察发现女店主嘴里有痰闭塞了呼吸，

立即就用嘴帮她吸出口中的淤痰。继续施

救近 15 分钟后，女店主渐渐恢复了呼吸。

勇敢出手,合力夺刀救人,控制住歹徒，

省见义勇为先进群体苏才汉、陈世彬、王颖

也来到了座谈会的现场。“我去镇上喝茶，看

见一名男子手持弯刀冲进店中追砍另外一

人，想要阻拦行凶者，我追了上去。”说起

2015 年 5 月 21 日的救人之事，陈世彬说，当

时的情况太危急。

由于陈世彬本身体格偏瘦，而歹徒力气
很大，在争执过程中歹徒挣脱了陈世彬的束
缚，将他推到了一边。这时，旁边一家电动
车行的老板苏才汉眼见情况危急，也冲上前
去帮忙。“为了阻挡歹徒视线，我用一张塑料
凳扣在了歹徒头上。”苏才汉说，他俩将歹徒
控制后拖到远处，路过这里的王颖也急忙上

前帮忙，三人一起合力将歹徒的刀抢下，并
将歹徒控制住。

学生吴海说，聆听英雄们的事迹很是震
撼，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她说“他们是我
学习的榜样”。

学生与英雄现场互动
“我一定要向他们学习”

记者在现场看到，来自海南政法职业

学院的 20 名学生，认真聆听英雄们讲事迹、

故事。听到精彩感人处，许多学生情不自

禁鼓掌。

“当您遇到凶狠的歹徒时会不会害怕？”

在英雄们和学生互动环节，学生王明杰向英

雄李松梅提问到。面对学生的提问，李松梅

说，当遇见歹徒的时候，不管是媒体记者，还

是在场的所有见义勇为英雄都会及时伸出

援手，帮助别人是每个人的担当与责任。她

希望学生们走出社会后把见义勇为的精神

传承下去。
“看到歹徒持刀砍人，您冲出去的时候

有犹豫吗？”学生王福坚对先进群体代表苏
才汉当时的想法感到好奇。“根本没有时间
想，只知道如果自己不冲出去一定会出人命
的”苏才汉坦诚地说。

学生麦桂莲说她也有问题想问同样穿
警察制服的林海，“您为什么想当背后默默
付出的便衣警察？”麦桂莲问。“当便衣警察
虽然很辛苦，但为了正义，才义无反顾地做
下去。”林海用简单的话说出自己的心声。

学生张海花为林启辉的救人事迹点赞，
她说，“用 10 分钟的时间给对方做心肺复苏，
想知道林老师当时是怎样的心情。”谈起救人
后的感受，林启辉说，当时感觉自己好像完成
了一个大任务，从这件事后，明白了懂得心肺
复苏急救知识很重要，应该在社会上普及。
他说，目前自己参加了救生员等培训，希望能
把学到的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学生。

在儿子眼中，林启辉是个怎样的人？在

现场林启辉 10 岁的儿子林钰程面对记者时
显得特别害羞，“我爸爸平常也是一个乐意
助人的人，为了提高小朋友的篮球能力，他
还 免 费 在 学 校 的 小 区 内 给 小 朋 友 开 培 训
班。”林钰程告诉记者。

坐在听众席的学生王福坚告诉记者：
“今天来参加见义勇为座谈会，我感触很深，
这些见义勇为的英雄，他们在面对各种突发
情况时英勇无畏、挺身而出，让我感受到人
性的温暖，这个社会处处充满爱。”

“你们都是好样的”、“那种情况下还能
冲上去，没别的，就两个字‘佩服’”、“我一定
要向他们学习”……在观看完“听英雄讲故
事”的座谈会后，英雄们面对歹徒临危不
惧将其制服的事迹，在网络上引发热议，不
少网友纷纷点赞留言。

在网络上观看直播的网友“yyy”表示，
与其说是座谈，不如说是接受一次教育，见
义勇为是一种道德上的“冲动”，这种冲动才
造就英雄行为，他们太棒了。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蔡馥如）为进一
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增强矫正人员的社会责
任感，8月22日下午，东方市司法局四更司法所
组织3名人民调解志愿者和辖区8名社区矫正
人员参加海岸线垃圾清理义务劳动。

此次义务劳动，大家用一个小时清理
了近千米的沙滩，清理出塑料瓶、雪糕包
装纸、烟头等垃圾。在劳动中，社区矫正
人员分工合作，互相配合，劳动热情非常
高。通过劳动，不仅培养了矫正对象的劳
动意识、服务意识，而且使他们在劳动过
程中受到社会公德和社会责任感的教育，
帮助他们培养社会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