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中院集中宣判一批毒品案件，一
毒犯运输贩卖大量毒品被执行死刑

多名毒犯被判重刑
（详见3版）

省见义勇为基金会领导慰问儋
州临高见义勇为人员及家属时要求

把抚恤补助帮扶等
政策落到实处

本报讯（记者肖瀚 通讯员符智华）2 月 1 日，省见义勇
为基金会会长肖若海在儋州市、临高县看望慰问见义勇为人
员及家属，向他们送去新春的祝福，并发放慰问金。他强调，
各级政府要将鼓励见义勇为行为、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权益工
作摆上重要位置，在政策、资金、待遇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确保见义勇为伤亡人员抚恤补助等政策落到实处。

“家里是否暖和？要早点把身子养好。”上午 10 点，肖若
海一行来到儋州市和庆镇见义勇为人员陈伯良家中，仔细查
看海航公益项目帮扶建起的新居情况，以及需要解决的困
难。据了解，2007 年 6 月 17 日，在儋州和庆镇中化橡胶公司
新村收购站，两名歹徒持刀勒索站长未遂，便持刀砸店，陈伯
良与歹徒搏斗，被歹徒砍伤眉间、左臂、右臂的情况下，最终
将歹徒制服。2009 年，陈伯良被授予“海南省见义勇为先进
分子”称号。2016 年，生活困难的陈伯良在“海航公益关爱见
义勇为英雄”项目及当地政府帮助下建起新居。

在那大镇牺牲的见义勇为人员卜甲运的家中，肖若海与
卜甲运家属亲切交谈，询问生产生活中遇到困难和问题，他
指出，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要依法予以保障，对见义
勇为人员及其家庭的生活困难给予必要帮扶，切实解决见义
勇为人员及其家庭实际困难。

据介绍，2012 年 7 月 7 日下午，拉运土方的拖拉机司机薛
其仕在那大镇军屯茂干桥旁翻倒渣土时，不慎撞上松涛高压
线触电，生命危在旦夕。开车途经该地的卜甲运发现后，立
即冲上去将薛其仕推离驾驶室，但自己却不幸牺牲。薛其仕
后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2014 年，卜甲运被授予“儋州市见
义勇为先进分子”称号，2015 年被授予“海南省见义勇为先进
分子”称号。卜甲运家庭失去支柱，其家属居住在毛坯房
里。2017 年，在“海航公益关爱见义勇为英雄”项目和儋州市
的帮助下，卜甲运家属搬入新修缮的房屋。

当天下午，肖若海来到临高看望慰问符立扬、符亚五、符
兴、王珊见义勇为群体及家属。据介绍，2002 年 6 月 17 日凌
晨，符立扬、符亚五、符兴、王珊路遇 2 名歹徒欲对 2 名少女不
轨，4 人赤手空拳与持刀歹徒殊死搏斗，救出 2 名少女。符亚
五因胸部中刀不幸牺牲，符立扬身负重伤。2017 年，根据 4
人家庭生活困难的实际，“海航公益关爱见义勇为英雄”项目
给予他们每人 10 万元资金进行危房改造，让他们住上新房。

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彭忠学，省见义勇为基金
会秘书长方才健等陪同慰问。

省公安厅召开机关离退休干部
迎春座谈会

公安老干部欢聚一堂
本报讯（记者张英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王坤）2 月

4 日，省公安厅机关离退休干部迎春座谈会召开，副省长、省
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范华平与 180 多名厅机关离退休干部
代表欢聚一堂。

会上，范华平向老干部致以新春祝福，介绍了 2017 年海
南公安工作情况。他说，关心、关怀老干部是党的优良传统，
省公安厅党委要充分认识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的重要性，要

“用情、用心、用力”做好服务管理，要建章立制，搭建更便捷
的沟通桥梁，同时要增强服务意识，加强老干部活动阵地、学
习阵地建设，丰富离退休干部的生活。

与会人员观看了 2017 年省公安厅工作资料片，厅政治部
老干处通报了 2017 年省公安厅老干部工作情况。8 位老干部
代表畅谈了对海南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的建议和意见。

“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碰到那种事，叫我
怎么能视而不见？”1 月 31 日，记者在三亚市
火车头海鲜万人广场附近一家木板仓库内，
见到了我省第七届“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倪
亚四。今年 42 岁，已经离开出租车公司两
年多的他，现在该仓库开车，在与记者聊起
这些年帮助别人做好事时，他话语里充满着
正能量。

记者了解到，由于家庭住址和工作变
动，2004 年后倪亚四与省见义勇为基金会
失去了联系。今年 1 月 4 日省见义勇为基
金会和法制时报社共同发起寻找失联见义
勇为英雄活动，倪亚四从亲属那里得知这
一消息后，便联系了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工
作人员。

将2名劫匪撞翻在地

“当时连续传来几声‘救命啊，捉小偷’
的喊声，我听到扭头一看，发现有 2 名男青
年骑摩托车在抢 1 名女青年的手提包，我就
开车追了上去……”倪亚四在仓库门前一边
比划着当时驾车追赶劫匪的动作，一边回忆
起 2004 年 2 月 9 日发生在三亚市创业大厦门
前路段的一起抢劫案件。

当日 18 时 30 分，倪亚四驾驶出租车准
备回到出租车公司与同事换班，在途经三
亚市创业大厦路段时，发现 2 名驾驶摩托
车的男青年抢夺 1 名女青年的手提包，2 名
男子得手后，驾驶摩托车向三亚市河西路
方向逃窜。

“停车！停车！快把包还给人家。”倪
亚四见状立即驾车朝逃跑的劫匪追去，并

追喊着叫劫匪停车。为了阻止劫匪逃跑，
倪亚四多次驾车逼近劫匪的车，但劫匪并
没有就此停车。

“他们一个人骑车，另一个人坐在摩托
车的后面，双手紧紧地抱住抢夺得手的包，
我叫他们停车还包，他们没理会我，我就一
步步将他们往路边逼。”倪亚四几经尝试叫
喊劫匪停车无果后，立即拨打 110 报警，同
时果断地驾车向逃跑劫匪的摩托车尾部撞
去，将 2 名劫匪撞翻在地，劫匪爬起来拼命
往河边跑，倪亚四紧紧追赶，劫匪见势不
妙，只好扔下手提包，正当倪亚四捡起手提
包时，劫匪趁机逃脱。随后，倪亚四与赶到
的民警一起将 2 名劫匪抓获。

倪亚四的义举得到群众的好评。2004
年，倪亚四获评第七届海南省见义勇为先进
分子称号。

“路见不平”必伸援手

13 年来，倪亚四虽然与见义勇为部门失
去了联系，但见义勇为的行动时刻都在。

对于倪亚四来说，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见
义勇为。1998 年，20 岁的倪亚四在三亚市和
工友收工回家途经三亚大桥时，看到一名年轻
女子因感情问题欲投河轻生，倪亚四和工友还
没来得及阻止，该女子便从桥上跳了下去，倪
亚四见状立即上前，在工友的配合下，他抓住
绳子跳了下去将该女子救起。 （下转7版）

（详见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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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初心，公正客观做鉴定
——记“新时代最美法律服务人”邓建强

FZ 寻找海寻找海南失联南失联
见义勇见义勇为英雄为英雄

肖杰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肖杰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20182018年第二次全体年第二次全体（（扩大扩大））会议现场会议现场 记者符传问 摄

倪亚四讲述当时驾车追劫匪的情形倪亚四讲述当时驾车追劫匪的情形

本报讯（记者肖瀚）2月2日上午，省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肖杰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2018
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法
工作会议、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
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建议，部署相关工
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
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切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开
创新时代海南政法工作新局面。

副省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公安厅
厅长范华平，省高院院长陈凤超，省检察院
检察长路志强，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军区
副政委郑少波，省委政法委委员、省司法厅
厅长郑学海，省委政法委委员、省国家安全
厅厅长陈海军出席会议。

肖杰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的
重要指示，博大精深、思想深邃、内涵丰富，
是做好新时代政法工作的行动指南。全省
政法系统要深入开展大学习、大行动、大培

训，切实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提高政治站位，把坚持党
对政法队伍绝对领导，作为新时代政法工作
的最高原则。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工
作精神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
会议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入
研究制定相关方案。

肖杰要求，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充分
运用好“大研讨大行动”成果，切实谋划好
2018 年政法工作。要全力以赴做好今冬明
春保安全护稳定工作。要继续加强政法队
伍建设。要加快政法系统智能化建设，推动
政法系统互联互通，智慧法院、智慧检务建
设等。要深入推动社会体制改革，抓好已出
台文件实施，继续做好今年改革工作。

肖杰强调，政法工作动力在基层，各级
部门要加强对基层政法工作指导支持，努力
开创政法工作新局面。

会议还研究讨论《十八大以来海南政法
工作情况》《中共海南省委政法委 2017 年工

作总结》以及《中共海南省委政法委 2018 年
工作要点》，审议相关文件。

省委政法委机关有关负责人，各市县政
法委书记等参加会议。

肖杰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2018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开创新时代海南政法工作新局面

本报讯（记者肖瀚）2 月 2 日下午，省反
恐怖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当前
反恐怖工作汇报，研究加强反恐怖工作任务
措施。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反恐怖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肖杰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
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切实落实好省委书记刘
赐贵指示要求，不断提升情报预警能力，始

终坚持对暴恐活动的零容忍态度，狠抓工作
和责任落实，确保各项部署落实到位。

会议听取了省反恐办关于近期反恐工
作情况、我省反恐怖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工作
建议的汇报，与会人员分别结合工作实际提
出意见和建议。

肖杰强调，反恐怖工作是一项政治任
务，中央和省委高度重视。5 年来，我国反恐

怖工作取的了显著成就，我省也在各个方面
经受住了考验。各地、各单位要清醒认识当
前面对形势和任务，树立居安思危的忧患意
识，及早做好应对准备。要切实贯彻落实好
刘赐贵指示要求，正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积极推进落实整改，提升工作能力。要不断
提升情报预警能力，始终坚持对暴恐活动的
零容忍态度。要认真实施好相关文件，狠抓

工作和责任落实。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省反恐怖工作

领导小组副组长范华平要求，各相关单位要
切实增强忧患意识，树立恐怖主义威胁就在
我们身边的观念，不断强化基层基础、情报
预警、侦查打击、应急处突、安全防范等方面
的工作水平，尽职尽责，决不能让暴恐分子
在我省打响炸响。

肖杰在省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上强调

提升情报预警能力 狠抓工作责任落实
范华平出席

本报讯（记者曹飏 通讯员朱璇）2 月 2
日下午，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路志强
主持召开省检察院第七届第一次党组（扩
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全国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全国检察
长会议、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省政协七届
一次会议和省委政法委 2018 年第二次全体
会议精神，要求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会议精
神，全力服务和保障美好新海南建设。

会议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重点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思想，聚焦法律监
督主责主业，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行动，
积极投入禁毒三年大会战，坚决打击治理电
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深入推进司法责任制
改革，全面深化公益诉讼，推进刑事诉讼制
度改革，认真抓好省“两会”精神的学习贯彻

和代表委员意见建议的整改落实，全力服务
和保障美好新海南建设。

路志强要求，省检察院机关各部门要迅
速学习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全国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全国检察长
会议、省“两会”和省委政法委 2018 年第二次

全体会议精神，结合海南实际，积极深入基
层开展调研，提出年度工作重点和总目标，
量化各项检察工作，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到
人、考核奖惩”，充分调动检察干警积极性，
形成“不用扬鞭自奋蹄”的工作氛围，推动新
时代检察工作再上新台阶。

路志强主持召开省检察院第七届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要求

全力服务和保障美好新海南建设

失联13年的第七届海南省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倪亚四找到了

驾车追赶抓获2名劫匪
□本报记者许光伟 赵世馨

省见义勇为基金会、法
制时报社发起“寻找海南失
联的见义勇为英雄”活动已
找到16人

继续寻找47名
失联人员

本报讯（记者肖瀚）经多方努力，1月
4日，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和法制时报社共
同发起的“寻找海南见义勇为失联英雄”
活动已寻找到 16 名失联见义勇为人员，
现继续寻找47名失联见义勇为人员。

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希望英雄及其英雄家属如看到此寻
人信息后，尽快将您的住址、工作情况、
生活情况、通信方式和当年受表彰的荣
誉证书及身份证复印件邮寄（或传真）
至海南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地址：海口
市海府路 49 号第 4 办公楼 4418 室，电话
0898-65335516，传真 0898-65325383。

如果你认识这些英雄了解他们的
线 索 ，请 联 系 法 制 时 报 新 闻 热 线
18689651707 。还有 47 名失联见义勇为
人员：黎华耀、吴坤富、何贵彩、黎传海、
黄文卿、黄明荣、田武弟、王悻军、刘进
明、袁强、田务成、刘尤武、谭本权、罗明
端、许林雄、黄循佩、陈芳、邱魏、苏华
庆、魏驰坤、陈善明、吴国硕、黄矿杰、蔡
志强、魏登云、陈光武、王军、何瑞山、张
光吉、林声平、贾玉节、戚华义、向多华、
邢瑞琼、王友恭、游勇、邢孔武、吴文涛、
周韬、钟宇祝、熊家维、黄慧超、李立滕、
刘潇潇、文保发、唐学城、陈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