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罗佳 陈
顺星）赌博窝点以流动方式藏匿在芒果地、
西瓜地、废弃工棚等隐蔽处聚赌，从派出所
门口到赌场路口一路布满“暗哨”。近日，
三亚市公安局海棠分局一举捣毁一个长期
活动在藤桥地区的赌博窝点，当场抓获 11
名赌博违法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 2 人，行
政拘留9人，收缴赌资15387元、赌具一批。

2018 年 1 月初，海棠公安分局在工作
中获得线索，有人长期开设赌场，组织他人
赌博，且参赌人数较多、涉赌经额较大，影
响恶劣。

经过警方近一个月的缜密侦查，一个
以陈某香、莫某叶为首的赌博团伙逐渐浮
出水面。据办案民警透露，陈、莫俩人十分
狡猾，将赌博窝点设在藤桥地区芒果地、西
瓜地、废弃工棚及老旧房屋等非常隐蔽处，
经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此外，该团
伙具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从派出所门口
到 村 街 口 直 至 赌 场 路 口 ，设 有 多 道“ 暗
哨”，监视警方动向。

然 而 ，再 狡 猾 的 狐 狸 也 斗 不 过 好 猎
手。1 月 30 日 16 时许，经过周密部署，海
棠公安分局组织警力快速出击，一举捣毁

了位于海棠区升昌村白石岭半山腰一处芒
果地内的赌博窝点，当场抓获违法犯罪嫌
疑人陈某香(女，51 岁)、莫某叶（女，43 岁）、
李某兰（女，57 岁）等 11 人，当场查获赌资
15387 元、赌具一批。

经审讯，陈某香、莫某叶对开设赌场的
事实供认不讳，李某兰等 9 人如实陈述了
参与赌博以及为赌博提供条件的行为。

目前，三亚市公安局海棠分局依法对
陈某香、莫某叶刑事拘留，对李某兰等 9 人
分别行政拘留 15 日，并处罚款 500 元。案
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许光伟 通讯员
麦恩彤）1 月 28 日至 29 日，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警方开展打击涉赌违法犯罪活动，
抓获 20 名涉案人员。

1 月 28 日，城镇派出所以县新民路、新
兴西路、保兴西路为重点，组织打击贩卖

“私彩”行动，抓获 7 名贩卖“私彩”人员，收

缴违法所得 500 余元，暂扣涉案电脑 2 台、
微型打印机 3 台，1 台奖虫机，票据一批。

1 月 29 日凌晨，城镇派出所与县公安
局巡防大队对保兴西路一“划船”赌窝展开
突击，抓获涉嫌赌博人员黄某海、丁某顺、
李某等 13 人，收缴违法涉赌资金 25000 元。

目前，保亭警方对为赌博提供条件的

（贩卖私彩）陈某平予以行政拘留 10 日并
处 500 元罚款的处罚；对王某娟、陀某文、
罗某妹、林某爱、易某美、陈某华 6 人均处
以行政拘留 5 日的处罚。对参与赌博的黄
某海、丁某顺、李某等 13 人分别处以行政
拘留 10 日至 15 日，并处罚款 500 元至 3000
元不等的处罚。

赌博窝点藏身半山腰芒果地
三亚警方捣毁一赌博窝点，抓获11名嫌疑人收缴赌资15387元

保亭警方打击涉赌违法犯罪

20名赌博嫌疑人受处罚

农民工讨薪纠纷案件调解现场农民工讨薪纠纷案件调解现场

陵水司法局一个月成功调处农民工讨薪纠纷案19件

为241人讨回薪资305万元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许光伟）陵水黎族自

治县司法局在年初召开专项会议，部署纠纷排
查调处工作，避免因薪资纠纷引发群体性事
件。2018 年 1 月份，陵水全县共计接调农民工因
薪资问题引发的纠纷案件 20 件，调处成功 19
件，有力地维护了陵水的社会和谐稳定。

据了解，姜某某等 26 位农民工在英州镇清
水湾某工地上从事木工工作，包工头冉某拖欠
工资未结算。姜某某等人多次找冉某讨要工资
未果，便在工地上做出了过激的行为。1 月 17 日
上午，姜某某等 26 位农民工到英州司法所提出
调解申请。英州司法所受理后，积极组织司法
所干警、镇维稳干部及专职人民调解员成立调
解小组。经过调解人员的耐心调解，最终当事
人各方签订调解协议，劳务公司一方现场向 26
名农民工支付 36.8 万元工资。

据统计，2018 年 1 月份，陵水全县各级人民
调解组织共计接调农民工因薪资问题引发的纠
纷案件 20 件、调处成功 19 件、成功率 95%，涉及
人数 241 人，涉及金额 305.549 万元，有力地维护
了陵水社会的和谐稳定。

本报讯（记者刘毓安 通讯员苏铭 王仔
龙）2 月 2 日上午，海口市中级法院、海口市琼
山区法院协同执行一起拍卖后腾房案件。执
行过程中，指挥人员依托执行指挥中心，利用
无人机对整个执行现场进行监控，与在外执
行干警即时对话并进行现场指挥。当天 13
时，5个小时的清场活动圆满结束。

据了解，被执行人黄某、潘某系夫妻关
系，根据生效判决应向季某偿还借款 75 万元

及逾期利息，但 2 人未履行。海口市琼山区
法院依法查封、评估、拍卖被执行人潘某名
下 179 平方米的豪宅。被执行人潘某事前威
胁承办法官说：“我已和黄某离婚，该笔借款
与我无关，如果法院强制执行，就用汽油将
已拍卖房屋烧掉。”

2 日上午，60 名法院干警及 20 名联防队
员，在人大代表的监督下，在公安、检察、社
区、街道等部门的协助下，前往执行现场。

而在琼山区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指挥人员利
用无人机对整个执行现场进行监控，3 台单
兵设备进行实时现场执行画面传输，指挥人
员直接在执行指挥中心与在外执行干警即
时对话并进行现场指挥。琼山法院干警经
过长达 5 个小时的清场，让竞买人顺利拿到
拍卖房屋。

此次执行清场活动是琼山区法院执行
指挥中心升级完善后首次亮剑。执行指挥

中心配备了指挥终端系统、监控解码服务
器、无线便携图传设备及车载系统等设备，
通过 4G 网络信号将执行现场的图像、音频、
视频等数据实时传送到指挥中心。同时，该
系统实现了三级法院的指挥系统互联互通，
上级法院可通过指挥中心远程督办、指挥案
件执行，形成了上下一体、内外联动、规范高
效、反应快捷的执行指挥系统，为提高执行
效率破解执行难题提供了信息化支持。

三亚中院党组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提出5方面整改措施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周莹)2 月 2 日，三亚中院党

组召开民主生活会，认真查找突出问题，严肃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

会议通报了2016年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和
2017 年民主生活会会前征求意见情况。三亚中院党组书记、
院长李庆代表院党组班子进行对照检查，深入查摆存在的突
出问题，深刻剖析了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并提出 5 个方面的
具体整改措施。李庆带头做了自我剖析发言，各党组成员依
次进行。

李庆表示，三亚中院党组成员将把此次生活会所取得的
成果，结合各位领导提出的要求认真抓好落实。真正做到立
行立改，梳理问题建立台账，确保措施落地见效。

儋州铁警欲帮女旅客抬
行李发现其是网上在逃人员

嫌犯落网后试图
用手机贿赂民警

本报讯(记者程敏 通讯员周业傅 李
博)2 月 1 日，海口铁路公安处儋州白马井
车站派出所抓获 1 名网上逃犯。

当天下午 16 时许，白马井车站安检口
处有 1 名女子因为行李箱较沉无法抬上安
检机，执勤民警立即上前帮忙。该女子看
到民警走过来时，神色慌张，拒绝民警帮
忙并转头打算往门口走。

该女子的反常行为让民警产生怀疑，
遂要求其出示身份证配合检查，同时用对
讲机呼叫正在备勤的女民警前来支援。
一开始，该女子不肯出示身份证配合检
查。之后经过女民警劝说，该女子终于把
身份证拿了出来。经比对，民警发现该女
子是一名网上在逃人员，遂将其押解至白
马井车站派出所进行调查。期间，该女子
一直试图贿赂执勤民警，将自己刚刚购买
的手机 iphone X 递给执勤民警，被民警当
场拒绝。

经查，该名女子李某（化名），32 岁，甘
肃省灵台县人。今年1月5日，李某在广东
省深圳市诈骗他人 6000 元，随后潜逃，被
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区公安分局网上
通缉。目前，李某已被移交至立案单位。

女子与男友吵架
欲在站台轻生
三亚铁警发现及时制止

经教育化解二人矛盾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周亮）2
月 3 日 21 时许，海口铁路公安处三亚火车
站派出所执勤民警在站台上发现一女子有
轻生行为，上前制止后将该女子带回派出
所调查，经过教育化解了一对情侣的矛盾。

2 月 3 日 21 时许，三亚火车站派出所
执勤民警陈道彪组织协警清查三亚站站
台时发现一女子走在第六站台尽头，行为
较为危险，遂上前制止并将该女子带回派
出所调查。

经了解，该女子小何是湖南邵阳人，
现在博鳌工作。当天，她专程从博鳌来
三亚找男友，准备第 2 天去见男友的父
母，然而晚上 2 人聊天中却闹了不愉快。
到站后，小何不愿出站见男友，走在站台
上的她越想越委屈，甚至一度产生了轻
生的想法。

民警根据小何提供的信息联系上其男
朋友，其男友急忙赶到派出所。在民警的
调解下，这对小恋人面对面说了心里话，互
相理解了对方，小何终于破涕为笑。民警
教育小何，铁路规定禁止在站台逗留，以后
不能再犯，更不能轻易为小事而轻生。小
何和男友表示接受教育。

万宁检察院召开总结表彰大会

3集体21个人获表彰
本报讯（记者郭彦 韩星 通讯员叶喆）2 月 2 日上午，万

宁市检察院召开 2017 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对 2017 年做出突
出贡献的个人给予嘉奖，激励干警爱岗敬业、忠诚履职。

会议共表彰先进集体 3 个、优秀个人 10 名、先进个人 9
名、优秀工勤人员 1 名、个人嘉奖 1 名。会议由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范建绥主持，全体干警参加大会。

范建绥对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对全院干
警过去一年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并希望大家要以他们为榜
样，勤学业务，提升能力，扎实工作，在新的一年里，戒骄戒
躁，再创佳绩，使检察工作迈上新台阶。

定安检察院召开干部述职述廉大会

发现不足 及时整改
本报讯（记者舒耀剑 通讯员王鹤）定安县检察院近日

召开 2017 年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暨年终总结表彰大会，总结
2017 年度工作，部署安排 2018 年工作，表彰先进集体、先进
个人。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陈耿武主持会议，分管领导、检
委会专职委员及各部门负责人作述职述廉报告，全体干警参
加会议。

会上，该院述职述廉人员分别从政治理论学习、履职情
况、廉政建设、存在问题、2018 年工作计划等方面作报告，陈
耿武对分管领导、分管领导对分管部门负责人逐一点评，提
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会议还对院领导班子成员、各部门负
责人进行民主测评。

东方检察院召开民主生活会

制定整改措施确保实效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王万全）东方市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曾涛近日主持召开 2017 年度党员领导干部民
主生活会。省检二分院、东方市委组织部、市委政法委、市纪
委、市人大法工委等相关领导到会列席指导，该院 6 名党组
班子成员参加了会议，2 名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列席会议。

会上，曾涛代表班子从 6 个方面作了对照检查，开展了严
肃认真的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在开展对照检查时，班子成
员能够找准自身存在的问题，深挖问题根源、明确整改方向。

曾涛要求，对查摆剖析出来的问题，党组要召开会议专
门研究制定整改措施，形成党组班子整改清单，确定整改目
标和完成时限。班子成员个人针对自我检查和干警反映的
问题也要形成个人整改清单，确保取得实效。

万宁检察院驻所检察室开展监
管场所联合大检查

共同研究安全防范方案
本报讯（记者郭彦 韩星 通讯员叶喆 李钊）万宁市检

察院执行检察部门近日对监管场所开展联合大检查，消除安
全隐患，确保万宁市看守所监管秩序正常有序，全力保障春
节期间看守所安全稳定。

2 月 1 日，驻所检察室会同市看守所、武警中队等部门针
对审讯室、监区、监仓、厨房、监控室、会见室等重点部位的安
全情况进行了联合大检查。重点围绕各监室是否私藏香烟、
金属物品、打火机、布带等违禁物品，在押人员是否存在身体
不适，食品卫生安全是否达标三方面开展检查。确保发现安
全隐患及时消除，发现身体不适者尽早治疗，发现食品安全
隐患立即整改不留隐患。联合检查后，3 部门召开联席会
议，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共同研究监管场所安全防范方案，
确保春节期间监所运行规范化、科学化。

本报讯（记者陈敏 肖瀚 通讯员蔡南
星 罗凤灵）省二中院近日组织青年志愿者
一行 20 余人到儋州市东成镇流坡村开展新
春走访慰问及志愿服务活动，为 128 户贫困
户送去慰问金和慰问品。

慰问现场，该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黄斌向贫困群众转达了该院党组书记、院
长汪海鹏的节日问候，表示省二中院将一
如既往地关心帮助他们的生产生活，想方
设法助力脱贫攻坚。随后，现场发放了春
节慰问金。在志愿者的帮助下，贫困群众
井然有序地领取了大米、面粉、食用油等

慰问品。
随后，志愿者们入户走访慰问了 3 位建

国前的老党员和 2 户贫困家庭，并与他们拉
家常，详细询问生产、生活情况，了解他们遇
到的困难，鼓励他们树立信心战胜困难，早
日脱贫致富。

省二中院开展新春走访慰问及志愿服务活动

为128户贫困户发放慰问金

海口琼山区法院信息化建设助推执行模式新变革

利用无人机监控执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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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毓安 通讯员杨春敏）

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森林公安局在开展
“飓风行动”中，成功侦破 1 起滥伐林木案。

据了解，“飓风行动”行动开展以来，陵

水森林公安局组织警力对重点区域进行巡
查，深入各乡镇护林站进行法律政策宣传，
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参与排查线索，有效的震
慑了各类涉林犯罪行为，专项行动取得较好
成效。近日，该局又成功侦破一起滥伐林木
案。经查明，犯罪嫌疑人黄某某未经林业主
管部门批准擅自毁林种植芒果树，涉嫌滥伐
林木罪于 2018 年 2 月 1 日被该局依法刑事拘
留。目前，该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海口美兰区委政法委专题集中学习

谋划推进今年工作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张振儒 唐心彬)2 月 2 日上

午，海口市美兰区委政法委组织全体党员，围绕“六个聚焦”“八
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进行专题集中学习，深刻领会十九大
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

会议要求，要全面提升做好群众工作、化解矛盾、维护稳
定的能力和水平，为今冬明春全国“两会”、博鳌论坛、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纪念活动等重要敏感期创造和谐安定
的社会环境；要周密组织、认真谋划，组织开展扫黑除恶、禁
毒三年大会战，净化社会环境，进一步增强群众安全感和满
意度；要深化平安美兰建设，大力推进雪亮工程，加强重点地
区、重点领域、重点部位的整治，全面提升新时代社会治理精
细化、智能化、信息化水平，推动美兰政法各项工作在新时代
有新气象、新作为、新成效，迈上新台阶。

一男子毁林种植芒果
陵水森警破获1起滥伐林木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