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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1 日上午，省工商局党组书记、局

长陈楷赴海口市工商局开展专题宣讲，把党

的十九大精神准确传递给海口工商局的各

位党员干部群众，引导大家把思想和行动高

度统一到十九大精神上来。

陈楷在宣讲会上强调，学习党的十九大

精神就是要在查找自己的不足上下功夫。在

海口市工商局的队伍建设上,既要看到这支队

伍在整体上政治很强，业务过硬，明规矩，守

纪律，维护领导班子及队伍整体团结和良好

形象等方面的优势，也要看到发展眼界、专业

知识、思想解放等方面存在的一定局限性有

待加强提高。陈楷局长高度肯定了海口市工

商局近年来各项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他指

出，海口市工商局作为省会局，一方面做了大

量省工商局交办工作，特别是先后承担了第

七届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第 23 届中国国际

广告节、2017市场监管论坛综合服务工作，得

到了国家工商总局的高度表扬。另一方面，

积极参与海口“双创”工作，推出了一系列商

事制度改革新举措，特别是 2016 年度企业年

报工作，为全省企业年报率全国排名第一做

出了突出贡献，取得了显著成绩。

陈楷表示，学习十九大精神结合实际、

查找不足才能前进，才能进步。但查找不足

不能停留在表面，一定要在自己的灵魂深

处，在自己的精神层面解决问题。与党中央

保持一致，衷心拥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不能是嘴上说说，不能是表

面上说说，不能是人面前说说，不能是会上

说说，而是要落实到自己的精神、文化、灵魂

深层次，要摆正心态，确确实实承认自己是

个共产党员，在党组织面前是一个普普通通

共产党员，听党指挥，自己有心里话向党说，

忠诚、干净、担当。陈楷要求，海口市工商局

一定要坚决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的部署，全

面增强八种本领，找差距，补短板，不断提高

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切实扛起省会城市工

商局的责任担当。
省工商局领导赴海口市工商局进行十

九大宣讲结束后，海口市工商局立即召开

党组会议，对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潘永强就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了再部署。
强调全体海口市工商局工作人员认真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首要任务；认真落实省工商局局
长陈楷就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指示要求，鼓足干劲全力以赴抓稳抓好各
项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确保今年工作目标
任务全部落实，以实际行动学习贯彻落实
好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
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大局

□本报记者黄赟 特约记者冷玲波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迅速展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十九大精神运用到各项工商行政管理的工作中,充分发挥工商行
政管理职能，为海口市的发展目标和中心工作做好职能服务，为海口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大局保驾护航。2017
年来，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在海口市委、市政府和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领导及大力支持下，忠实履行
工商行政管理职责，扎实推进全市工商行政管理服务工作，力促各项职能工作取得新进展。

积极兴起学习贯彻十九
大精神热潮

自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以来，海口市
工商局迅速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认真传达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并开展讨论。海口
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潘永强主持会
议，认真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报告精
神；要求参会海口市工商局各级领导和干
警就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报告心得进行学
习并现场交流，会上还展开了热烈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催人
奋进激励人心，报告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
新提法新举措充分展现了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智慧和自信，体现了以习近平总书记
为核心的党中央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决心和
信心；在工作中坚持以十九大精神武装头
脑，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
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思想步伐
一致；立足本职真抓实干，坚持以十九大
精神为指南，脚踏实地扎实推进当前海口
市工商行政管理的各项工作任务落实。

举办反腐倡廉专题培训班
加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传达学习好 11 月 16 日举办的“全省工商系统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培训班”上省工商局领导的讲话精神，
积极推动海口市工商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11 月 22
日，海口市工商局组织 121 名科级以上干部前往海南省反
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接受反腐倡廉教育。

学习现场在解说员的引领下，大家首先参观了二楼“前
车之鉴，警钟长鸣”主题展厅。该局带队领导严肃敲响寓意

“反腐倡廉、警钟长鸣”的大铜钟，开启了“警示教育之旅”。
在反腐展厅内展示了来自全国和海南省内各党政机关、各政
府部门等领域的典型腐败案例，以及服刑人员的忏悔录和模
拟监狱。案例触目惊心，剖析催人警醒。海口市工商局参观
人员在情景教育演播厅，观看了服刑人员在监狱中的生活纪
实影片。现场全体学习人员在警示教育基地报告厅内认真
观看了《永远在路上》警示教育片。此次反腐倡廉警示教育，
给海口市工商系统广大干部的心灵以强烈震撼，思想受到深
深涤荡。大家表示一定要学习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树立
为人民服务的良好价值观，警钟长鸣，敬畏法纪，严以修身，
珍惜荣誉，踏实工作，走好人生每一步。

海口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潘永强全程参与警示教育
活动，并在活动结束时就加强海口市工商局党风廉政建设提
出明确要求：一是要把这次警示教育活动作为学习贯彻十九
大精神的重要内容和有力抓手，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全面从严
治党和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重大意义，在政治上、思想上、
行动上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要全面落实“两个
责任”，严管严治干部队伍，始终牢记“四个意识”，大力营造
海口工商系统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三是要不断强化共
产党员和国家公务员的身份认知，自警自醒自律，守住法纪
红线底线；四是要通过本次活动，真正使大家受到教育和警
示，各单位要组织好讨论交流，认真撰写心得体会，及时、正
确地运用好教育成果，高标准做好本职工作，推动海口工商
事业再上台阶。

海口市工商局党组书记海口市工商局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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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男友深夜与其他女性共处

大连一女子
捅死男友获刑13年

凌晨时分，发现男友在前女同事家喝酒，两人彻夜共处，
辽宁省大连市的沈某据此怀疑两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气

愤之余，沈某揣了一把刀来到大连市中山区某公寓一楼大堂

等男友出现。男友出现后，沈某上前捅刺男友，致男友心脏

破裂，当场大失血休克，经抢救无效身亡。日前，沈某因犯故

意伤害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

疑男友与他人有不正当关系

去年 12 月 22 日凌晨 4 时 54 分，一阵喧闹声打破了中山

区某公寓的宁静。当时，一男一女从电梯走了出来，一名年

轻女孩突然冲了过来，持刀朝男子胸腹部捅了过来；男子见

状马上后退，当他退到墙边时，女孩也跟了上来，一手把住男

子肩部，右手持刀朝男子的胸腹部捅刺，男子倒在血泊之中。

事发后，有人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赶到后，立即将受伤

男子送往医院抢救，并将捅人女子控制住。受伤男子麻某被

送到医院，胸壁有约 3 厘米创口，已失血性休克，经抢救无

效，于 5 时 52 分死亡。

警方调查发现，伤人女孩沈某，1994 年出生。沈某供述，

她和死者麻某是男女朋友。2016 年 12 月 21 日晚上麻某没回
家，沈某让麻某发视频看他在哪，沈某从视频中，看到麻某在
前女同事郝某家中喝酒，郝某没穿裤子。沈某问麻某地址，
麻某称在中山区某公寓。

沈某说，因为之前就有人传麻某跟郝某有染，她看了视

频特别生气，认为两人肯定有事，就从家里拿出刀，打车去了

这家公寓。

沈某说，刺伤男友后，她当时就蒙了，随后拨打了 120 急

救电话，然后出去找出租车，但司机不拉，沈某就到对面饭店
找人帮忙，待她回到大堂后警察就来了。

郝某证实，2016 年 12 月 22 日凌晨，她心情不好，于是打

电话让麻某到其家喝酒。喝酒时，麻某用手机拍了视频发给
他女友。喝完酒，麻某又给女友打电话让来接他。然后两人
就下楼，刚出电梯，沈某戴着口罩迎面过来，麻某就往后退，
沈某拿刀朝麻某上半身捅。郝某看到麻某手捂着出血位置，
就用手机拨打了 110 和 120，当时怕沈某捅她，郝某就乘电梯
回家了。

女子犯故意伤害罪获刑13年

沈某于 2016 年 12 月 22 日被刑事拘留，2017 年 1 月 6 日被
逮捕。今年 9 月 6 日，大连市人民检察院经依法审查，以涉嫌
犯故意伤害罪对沈某提起公诉。

公诉机关认为，沈某非法侵害他人身体健康，造成一人
死亡的严重后果，构成故意伤害罪；沈某作案后救助被害人，
且未离开案发现场，在民警到场后主动供述犯罪事实，有自
首情节；其作案时年轻冲动，案发后其家属赔偿被害人亲属
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

日前，法院判决沈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 （半岛）

广西柳州一男子接连 10 余天内恶意拨
打郑州市公安局 110 报警电话，每天拨打次
数高达 200 余次，并在接通后辱骂接警民警，
且在民警多次警告后仍不悔改。12 月 5 日，
郑州警方对外通报称，目前这名恶意拨打

110 报警电话的男子目前已被柳州警方行政
拘留。

今年 11 月份以来，郑州市公安局 110 指
挥中心连续 10 余天接到同一男子拨打 110
报警电话，接通后该男子在电话中恶意辱骂

接警民警，并在挂线后继续拨打，每天拨打
次数可达 200 余次。在接警民警多次警告仍
不悔改的情况下，郑州警方随即展开行动，
并锁定了嫌疑男子为广西省柳州市人陈某。

随即，郑州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向广

西 省 柳 州 市 公 安 局 指 挥 中 心 发 布 协 查 通
报 。 当 地 警 方 于 12 月 1 日 将 陈 某 抓 获 归
案。经警方讯问，陈某对恶意拨打郑州市公
安局 110 报警电话的行为供认不讳。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
三条规定，柳州警方依法对违法行为人陈某
处以行政拘留 10 日的处罚。

据郑州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主任孙
红梅强调，对恶意骚扰 110、拨打 110 取乐或
报假警等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
处理。对于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中新）

每日拨“110”200余次辱警
广西柳州一男子在民警多次警告后仍不悔改被行拘10日

住院罪犯未穿囚服
没戴戒具狱警没管

记者了解，该案逃跑的服刑人员雷某，

因犯合同诈骗罪被湖北省赤壁市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 11 年，服刑期间因患右输尿管中段

结石、右肾多发结石、右肾多处积液，经湖北

省监狱管理局批准，2016 年 9 月 19 日被湖北

省蔡甸监狱送至武汉市汉阳医院住院治疗，

9 月 22 日实施了碎石手术。

根据湖北省蔡甸监狱按照司法部及湖

北省监狱管理局相关文件作出的明确规定，

该罪犯的具体监管措施为：每天安排 4 名狱

警为一个监管小组轮班值守，并指定一名狱

警为组长，保障通讯 24 小时畅通，随时向监

狱监控中心和监狱领导报告情况，接受监狱

领导查岗。罪犯必须配戴手铐、脚镣、非检

查需要不得打开。

2016 年 9 月 23 日，蔡甸监狱指定由该监

狱七监区副教导员何某任组长，七监区三级

警长黄某、狱警李某和万某为组员，成立监

管小组负责值守看管雷某。

当日 10 时 20 分，黄某、何某到汉阳医院

接班值守，万某于 15 时到达监管病房值班，

狱警孟某于 19 时许应李某的委托，来到病房

顶替李某值班“点名”。

当时，黄某和何某已经注意到，雷某在

医院里未加戴戒具、未着囚服。但他们没有

按照规定，给雷某配戴手铐、脚镣。

罪犯给警察点餐点酒
灌睡狱警后逃跑

据黄某事后供述称，“当时带班领导何
某没有提出来，还有就是雷某手臂上有针
头，医生说要他多走动，我考虑到这些，就没
有给雷某加戴戒具。在我值班的一整天中，
雷某一直没有加戴戒具。因为护士进出频
繁，我们怕麻烦，同时认为狱警在场，不会出
什么问题，就没有经常关闭房门。”

9 月 23 日 17 时许，罪犯雷某使用狱警何
某的手机，打电话联系了晚餐并要了一瓶白
酒，支付了餐酒费用。随后，狱警黄某、何某
一起在监管病房内吃饭喝酒。

19 时 40 分许，万某离开病房去别处休
息。病房中，看押雷某的监管狱警只剩下黄
某和何某。

22 时 30 分许，雷某上床休息后，黄某
和何某不胜酒力，在病房内违规睡觉，且
未 将 关 闭 后 只 能 从 外 打 开 的 特 殊 病 房 门

关闭。
黄某回忆说，点餐时，是我主动提出来

喝点酒，何某也同意了，雷某点了一瓶酒。

我和何某每人喝了二两多。吃完饭后，何某

就通过手机向监狱监控中心报平安，然后和

万某下楼去转了一会儿。“大概 20 时左右，何

某回来了，说万某去休息了。21 时左右，我

们监区的孟某来到病房，他说是李某让他帮

忙点名，他坐了一会，然后我和他下楼转了

一圈，他也走了。到了 23 时，何某说我年纪

大了，就叫我睡觉。我睡觉的时候，雷某还

在床上看电视，没有加戴手铐、脚镣。”

狱警看管期间
喝完酒睡觉是事发原因

值班医生刘某称：“2016 年 9 月 23 日 17

时 20 分至 24 日上午 8 时是我值班。24 日凌

晨 1 时，护士过来告诉我 408 病房的病人（雷

某）不舒服，我就开了止疼栓。当时雷某一

个人在护士站旁边站着，也没有戴戒具。雷
某所住的房门有时是开的，有时是关的。到
了凌晨 3 时左右，护士打电话说雷某跑了。”

黄某承认：“这次雷某脱逃的原因，第一
个是我在何某的安排下值班期间睡觉，没有
保持清醒状态监管雷某。第二个是我和何
某没有给雷某加戴手铐和脚镣。第三个是
在值班过程中违反规定饮酒。第四个是病
房的门没有关。”

2016 年 9 月 29 日，逃跑的第 5 天雷某被
抓获。

狱警犯失职致使
在押人员脱逃罪被判刑

案发后，黄某自动向蔡甸监狱纪委投
案，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

法院审理后认为，黄某其行为已构成失
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黄某犯罪后自动
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系自首，可
以从轻处罚。最终，武汉市江汉区法院一审
以黄某犯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判处有
期徒刑 9 个月。

一审宣判后，黄某不服，上诉，他认为致
使罪犯雷某逃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己应
承担次要责任，原审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
对自己免予刑事处罚。但湖北省武汉市检察
院在二审中发表意见认为原审量刑适当，建
议驳回上诉。武汉市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
黄某的辩解意见与已查明的事实、证据相
悖，法院不予采纳，裁定维持原判。 (法晚)

湖北一名罪犯在医院住院期间用狱警手机点餐点酒

将狱警灌醉趁机逃跑5天被抓
一狱警犯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被判刑9个月

犯人灌醉狱卒后逃跑，这种古装武侠剧中经常出现的场景，真的
在现实中上演了。在医院住院接受治疗期间，因合同诈骗罪被判 11 年
在湖北省蔡甸监狱服刑的罪犯雷某，在医院病房里不穿囚服不戴手铐
脚镣，用狱警手机联系外界点餐并点了一瓶白酒，将狱警灌得开始说胡
话，之后趁违规睡觉之机从医院逃跑。

记者独家获悉，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以失职致使在押
人员脱逃罪判处狱警黄某有期徒刑9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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