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按规定登记旅客住宿信息拒不整改

万宁2酒店被罚10万
本报讯（记者郭彦 韩星）万宁市公安局近日在对酒店进

行明察暗访时，发现海之岛商务酒店未按规定登记实名信息，

该局依法对该酒店进行行政罚款 10 万元，同时该酒店的相关

责任人也被处以不同额度的行政罚款。

据介绍，万宁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在对城区的海之岛商务

酒店进行暗访时，发现该酒店前台服务员陈某未认真查验旅

客身份证件，导致旅客持他人身份证登记入住该酒店客房。

民警调查发现，2017年期间，该酒店因多次未按规定登记旅馆

住宿信息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在责令整改后仍拒不整改，情

节严重。

该局依法对海之岛商务酒店处行政罚款 10 万元，对法定

代表人王某处行政罚款1万元，对酒店经理董某君处行政罚款

1千元，对服务员陈某处行政罚款1千元。

据悉，此前万宁市公安局还对未落实实名制的登景城商

务酒店进行了同样的处罚。

三亚两名初中生因国庆假期没
玩尽兴离校2天

警方苦寻3小时找到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罗佳）近日，2名初中生因国

庆玩得不尽兴而离校出走，被三亚警方3小时帮忙寻回。

10 月 10 日下午，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育才派出所接到

盘女士报警求助，称其在育才某中学上初二的儿子盆某强

（男，14岁）10月8日下午返校后，现已失联2天，家人四处寻找

未果，十分焦急。接警后，育才派出所民警根据家长和学校提

供的信息开展调查。

据了解，10月8日晚上，有学生在立才农场某蛋糕店看到

盆某强与同校同学卢某新（男，15岁）在一起。于是，民警来到

卢某新家，发现卢某新也已失联2天。

民警迅速展开调查，在学校附近、网吧、沿路商铺、小卖店、

就餐点等场所进行走访寻找。3个小时后，民警终于在1处路边

发现了卢某新和盆某强。原来，2人因在国庆假期玩得不够尽

兴，眼看假期即将结束，第二天就要上课，便萌生了离校出走的

念头，相约到南塔村卢某新的另一同学家中玩了2天。目前，在

民警开导教育下，盆某强与卢某新已返回学校。

三亚市检察院加强节日期间纪
律作风建设

成立督查组加强督查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林巧）国庆、中秋期间，三

亚市检察院将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四风”问题

作为具体行动，持续发力加压，认真履行刹风整纪工作责任，

切实保持狠抓作风建设的从严势头。

节前，该院通过在检察局域网、微信工作群等平台，向全

体干警发出廉洁警示提醒，切实增强干部自身“免疫力”，自

觉在廉洁自律上追求高标准，在严守党纪上远离违纪红线。

同时，成立督查组，对各部门执行廉洁自律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加强对借节日之机出入高档场所消费、娱乐、收受各种贵

重礼品、大操大办婚丧喜庆等事宜以及公车使用监督检查。

乐东法院推进信息化建设转型升级

提高办案效率质量
本报讯（记者陈太东 通讯员纪莉莉）今年来，乐东黎族自

治县人民法院把信息化建设作为推进审判管理创新、提升审

判质效、树立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抓手，为该院各项工作顺利开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该院成立信息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信息化建设工

作小组成员到内地信息化建设先进的法院进行考察调研，投

入200余万元确保信息化建设顺利推进，后建成并投入使用手

机掌上办公办案系统、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系统、信访系

统、电子印章系统，同时对协同办公系统进行升级，实现了法

官网上签发法律文书、审限自动跟踪管理等功能的全覆盖，有

效提高了法官工作效率和办案质量。

文昌市检察院到文教镇了解精
准扶贫帮扶项目落实情况

走访12户帮扶对象
本报讯（记者陈瑜）在第四个“国家扶贫日”来临前，文昌市

检察院副检察长黄良璧带领龙楼检察室干警到精准扶贫驻点

文教镇，对精准扶贫结对帮扶对象进行了集中走访,了解贫困户

生活情况和帮扶项目落实情况。

据了解，本次慰问共走访了 12 户贫困户。每到一处，黄

良璧都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和目前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鼓励他们树立生活信心积极发展生产，早日实现脱

贫致富。

公公 告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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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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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薛莉凡）
国庆、中秋长假期间，三亚城郊法院开展旅
游巡回审判工作，在市民游客中心、大东
海、亚龙湾、南山寺等 8 个景区设立巡回点，
共发放宣传册 594 份，接受旅游咨询共计
114 人次，调解旅游纠纷 5 起。

长假期间，该院建立“城郊法院工作交
流群”，及时发布现场信息与图片，便于及
时沟通与协助；实行“旅游审判 110”机制，
快速赶赴现场、快速了解情况、快速受理、
快速裁判。该院旅游法庭与 12301 旅游调
度指挥中心、旅游质量监督管理局、工商
局旅游市场管理局、旅游纠纷人民调解委
员会等部门建立协同联动机制，一旦接到
市民游客投诉、举报，将根据投诉类型进

行分工协作，构建联动调解大格局，推进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化解
旅游纠纷，形成全覆盖、全天候、多元化的
调处合力。

10 月 1 日 11 时 20 分，江苏常熟游客徐
某某到蜈支洲岛巡回点，反映其和丈夫 2 人
参加某旅游团，因导游的游说预交了 900 元
的三亚某旅游景点门票费。但在蜈支洲岛
游玩后，2 人感觉年老体弱，无法参观下个
景点，因此希望导游退回预交的门票费用
并将他们送回酒店休息，但遭到导游的拒
绝。了解情况后，法官黄伟佳等立即找到
导游，向其释明相关法律法规。经过法官
耐心细致地解说，导游立即将 900 元现金退
还游客，并保证在参观下个景点前将 2 位老

年游客先送回酒店休息。这起纠纷从接到
投诉到成功处理，只用了 10 分钟左右，2 位
游客对处理结果非常满意。

10 月 6 日，河北游客田某在三亚某景区
摔倒，因用右手撑地导致受伤。双方因赔偿
事宜僵持不下，来到市民游客中心寻求调
解。上午 11 时，值班的法官助理罗立、司鑫
茹受理后，邀请人民调解委员会值班人员、
旅游质监局等工作人员对该案一同进行调
解。经调解，该景区同意负担游客全部医
疗费用，并一次性补偿游客 1 万元。调解过
程仅耗时 20 分钟，补偿款在当天下午即履行
完毕。

10 月 7 日 9 时，外地游客潘女士及朋友
4 人在旅调委、质监局等部门值班人员的陪

同下，来到三亚城郊法院旅游法庭市民游
客中心巡回点，希望法官能够帮助解决他
们与三亚某旅游公司的旅游纠纷。潘女士
4 人通过网络订购了 2 天 1 晚的旅游行程服
务，旅游公司以天气原因提前结束了行程，
他 们 支 付 了 高 额 费 用 却 不 能 享 受 相 应 服
务，因此要求旅游公司赔偿。值班法官高
俊华与书记员胡杰了解事情经过后，耐心
向双方当事人释明法律规定、处理程序及
双方可能承担的风险。经过法官沟通与协
调，起初怒气冲冲的双方最终消除误会，心
平气和地达成了和解协议。旅游公司同意
向潘女士等人道歉并退还 4 人已经支付的 3
万元费用，同时支付潘女士滞留三亚处理
此事所产生的必要费用 3000 元。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王超 苏晶）
国庆中秋期间，东方市公安局全警投入“两
节”安保工作，共出动警力 2863 人次，警车
629 辆次，确保了未发生暴恐案（事）件，未发
生重大群体性事件，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以
及重大刑事案件。

9 月 30 日上午，该局隆重召开“迎接十
九大 忠诚保平安”誓师大会，省公安厅驻点
督导组以及全市公安民警、现役部队、警务
辅助人员近 200 人出席大会，所有参会单位

集中在八所城区开展武装巡逻反恐应急拉
练，并分组到东片、南片、北片开展武装巡逻
反恐应急拉练。9 月 30 日下午，该局组织国
保、巡警、交警、武警、火车站派出所、警犬中
队等业务警种近 70 人在东方高铁站集中开
展反恐处突演练，进一步提升了反恐处突能
力和水平。

长假期间，该局在省公安厅十九大安保
维稳督导组的指挥下，坚持组织治安、禁毒、
消防以及城区派出所等部门警力集中开展夜

间统一清查行动，期间清查全市娱乐场所、宾
馆 125 家次，共对 236 人进行尿检，未发现吸
毒违法行为，督促火灾隐患整改 148 处，对 92
家易制爆场所以及寄递物流企业进行处罚，
对 13 家宾馆、7 家网吧不实名登记行为进行
处罚。“两节”期间，该局破获刑事案件 3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3 人，查处治安案件 8 起，行
政拘留5人，其他处理3人。该局交警大队全
员上岗，加强节日期间道路交通管理工作，期
间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347起。

全警出动开展夜间清查
东方市公安局完成国庆中秋“两节”安保

本报讯（记者严学丰 通讯员黄柏森）
国庆中秋期间，临高县公安局扎实开展各项
安保工作，确保了该局“三个不发生”各项工
作稳定持续开展，全县社会治安大局良好，
圆满完成了“两节”期间安保工作任务。

“两节”期间，该局组织协调全局警力，在
临城城区及各派出所辖区集中开展了“双节”
统一清查、盘查行动。同时，强化重点部位和
场所的巡逻防控，强化夜间巡逻防控，针对重

点区域、案件高发地区、集贸市场和治安盲区
等区域进行 24 小时的密集巡逻，提高街面见
警率，确保国庆、中秋期间社会治安良好。该
局交警大队坚持“静态”与“动态”管理相结
合、路面执勤与安全防护相结合的勤务模
式，联合交通运输、路政等部门在美台、金牌
等高速公路出入口处安排警力 24 小时值守，
加大违法查处力度，进一步预防事故发生。
同时使用错时巡逻、交叉巡逻等方式，不定

时不定点对辖区 G98 高速临高路段进行实
时巡查。

据统计，9月30日至10月8日，该局累计出
动警力3570余人次，出动车辆314辆次，确保各
项安保工作落实到位。全县共发生刑事警情10
起，同比下降16.7%；治安警情19起，同比下降
11.1%；交通事故47起，同比下降4.2%。破获4
起刑事案件；抓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26人，其
中，刑事拘留4人，行政拘留22人。

临高县国庆中秋“两节”社会治安大局良好

密集巡逻提高街面见警率

三亚警方开展铁路爱路
护路宣传

增强学生
铁路安全意识
本报讯（记者程敏 通讯员黄燕）10月

10日下午，海口铁路公安处凤凰机场站派出
所联合三亚市崖州区政法委，在天涯区中
心小学礼堂开展铁路爱路护路宣传活动，
进一步提高铁路沿线学生爱路护路意识。

当天 15 时许，铁警们通过播放爱路
护路视频及讲解铁路安全知识的方式，向
学生宣传《铁路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并在与学生互动中增强学生
的铁路安全意识。

文昌市检察院检察官

为120余名
边防民警授课
本报讯（记者陈瑜）受文昌市公安边

防支队的邀请，文昌市检察院侦查监督局
局长郑朝铭近日为 120 余名边防民警进行
了题为《办理毒品犯罪案件的重点、难点》
的授课，获得了较好的反响。

课上，郑朝铭从边防支队主要办理的
涉毒犯罪案件入手，对文昌市检察院近年
来不批准逮捕的涉毒案件进行剖析，总结
了当前形势下办理涉毒案件的重点、难
点，并着重就如何办理控制下交付的贩毒
案件、毒品“代购”案件提出自己的建议，
要求边防民警加强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
以及司法程序的规范，适应新形势下“以
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

洋浦法院检察院组织干警

观看警示教育片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麦文耀 通讯员

符琳 羊妹丹）10月10日、11日，洋浦法院、
检察院分别组织干警观看警示教育片《“一
个专家型领导”的贪腐之路》，并于观影结
束后组织学习讨论，确保学习取得成效。

通过观看警示教育片，也用直白、鲜
活的事例警醒广大干警，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利益观、权力观、遏制贪欲，时刻牢固

“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的廉洁意识，
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干警们也进一步坚
定了理想信念，进一步坚定了深入推进司
法体制改革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增强了
为民实干担当、勤勉敬业的意识。 办案民警传唤陈某丈夫到车场指认套牌车辆办案民警传唤陈某丈夫到车场指认套牌车辆

三亚城郊法院旅游巡回法庭“两节”期间在8个景区设立巡回点

成功高效调解5起旅游纠纷

本报讯（记者张英 和婷婷 通讯员陈世
清 林馨）10 月 10 日，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琼山大队依法对使用其他车辆号牌的陈某给
予罚款 5000 元记 12 分的处罚。

9 月 19 日 13 时，琼山警方在巡查中发现
一辆车牌号为琼 AT**91 的黑色本田小汽车
涉嫌套用他人车辆号牌。琼山交警办案民警
查询车架号发现，这辆悬挂车牌琼 AT**91 的
小汽车实际车牌应为琼 A0**69。驾驶涉嫌
套牌车辆的司机陈某交代琼 AT**91 车牌是
其捡来的。办案民警将琼 AT**91 车牌送至
专业机构进行鉴定，结果证实琼 AT**91 车牌
是正规号牌，排除伪造、变造嫌疑。

10 月 10 日，海口交警琼山大队对于陈某
使用其他机动车辆号牌违法行为给予罚款
5000 元处罚，并记 12 分，同时对琼 AT**91 车
牌予以收缴。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赵正丹）10
月 10 日 21 时 08 分，东方市八所城区琼西路
东方海岸小区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车
牌号为琼 A1HH06 的小轿车与正从斑马线

横过马路的两名行人发生碰撞，造成了王
某经现场抢救无效死亡、赵某受伤及车辆
受损。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事发后，肇事车辆驾驶员吴某到交警

大队进行酒精呼气测试仪检测，涉嫌酒后
驾驶机动车。目前，东方交警已依法对吴
某涉嫌交通肇事罪立案侦查，并对其采取
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东方发生一起未礼让行人致1死1伤交通事故

肇事司机涉酒驾被刑拘

海口琼山交警查获一起使用套牌违法行为

司机被罚5000元记12分

本报讯（记者郝文磊 麦文耀 通讯员
王耀明）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近日召
开全院干警大会，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七届二
次全会精神，要求全体干警都要认真学习，
吃透省委七届二次全会精神，主动将这次全
会精神融入到工作中，抓好贯彻落实。

会议全文传达了《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进
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谱写美丽中国海南
篇章的决定》和省委书记刘赐贵在省委七届
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最高检

《关于服务和保障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做好
各项安保维稳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

会议认为，省委首次以全会形式对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决定，是进一步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具
体行动；是推进生态立省的重大决策部署，
对指导和规范新形势下海南生态文明建设、
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昌江检察院传达学习贯彻省委七届二次全会精神要求

主动将会议精神融入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