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王慧）11 月 8 日，省司法
厅党委书记、副厅长李永利到省司法厅扶
贫联系点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毛感乡南春
村调研慰问，落实扶贫帮扶措施，推进精准
扶贫工作。

在南春村村委会，李永利与村乡干部
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帮扶政策、帮扶资金、

帮扶责任落实情况，现场查阅脱贫攻坚工
作开展情况台账。他强调，当前脱贫攻坚
任务艰巨、时间紧迫，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责任意识。驻村第一书记要与当
地党委政府、村两委、村民一起，进一步细
化脱贫攻坚措施，结合当地特色发展好产
业，为村集体经济长远发展打下基础，带领

南春村如期脱贫出列。
李永利还代表省司法厅党委走访慰问

南春村贫困户，送去慰问金和慰问品，了解他
们的生活情况和实际困难，鼓励他们坚定信
心，争取早日脱贫致富。随后，李永利实地调
研了南春村扶贫建设项目，并带头采买特色
农产品，以实际行动响应“消费扶贫”活动。

省司法厅领导到扶贫联系点调研慰问

以实际行动响应“消费扶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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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白沙法院与15部门召开“基本解决执
行难”工作联席会议

对标自身职责联合惩治“老赖”

（详见5版）

无证开新能源车送货
海口一驾驶人被行拘15日

（详见4版）

用已注销公章签合同
骗瓜农160余万元

临高一男子文昌高铁站乘车时落网
本报讯（记者王盛利）“帮我称三个

菠 萝 蜜 ”“ 我 要 一 只 番 鸭 ”“ 我 要 一 条 羊
腿”……11 月 8 日下午，省高院爱心消费
扶贫超市开张，干警们争相选购来自省高
院定点帮扶村陵水本号芭蕉村、万宁南桥

新坡村贫困户的农产品，很快，18 只羊、6
只猪、30 只鸭、10 个菠萝蜜、10 斤蜂蜜销
售一空。

据了解，为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关于
消费扶贫的号召，省高院积极组织干警认

购定点帮扶村贫困户农产品，院扶贫办向
干警发布贫困户农产品信息，收集认购计
划，并下单订购黑山羊、草鸭、蜂蜜等特色
农产品。8 日下午干警下班后，“超市”热
热闹闹开张，并取得销售业绩“开门红”。

省高院开“超市”面向干警专售定点帮扶村贫困户农产品

开张首日销售红火
（详见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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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英 和婷婷 特约记者宋
洪涛 通讯员陈炜森）一幅幅画面再现了英
雄民警为民服务的动人场景，一次次经久不
息的掌声表达了海南广大公安民警心中的
崇敬与感动……11 月 8 日，由中宣部、中央
政法委、公安部、重庆市委联合组织的“时代
楷模”杨雪峰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巡回海南
报告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在省公安厅主
会场和 22 个市县（区）分会场举行，6000 余名
海南公安民警、辅警集体起立，向杨雪峰同
志妻子黄雅莉及报告团成员致以人民警察
崇高敬礼。

杨雪峰生前系重庆渝北公安分局交巡
警支队石船公巡大队副大队长。2018 年 2 月
18 日，农历正月初三，杨雪峰在执行春运交
通安保任务中，面对突如其来的暴力袭击，
为防止伤及无辜群众，在腹部颈部连中数刀
的情况下毫不退却，与歹徒拼死搏斗，终因
伤势过重，英勇牺牲。中央宣传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和公安部、重庆市委、重庆市
委市政府分别追授他“时代楷模”“全国公安
系统一级英雄模范”“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

“重庆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
10 月 15 日，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公安

部、重庆市委联合组织的杨雪峰先进事迹巡
回报告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
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国务委员、公安部党

委书记、部长赵克志等亲切会见杨雪峰同志
亲属及报告团成员。为进一步宣传弘扬杨
雪峰同志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根据中宣部
部署，报告团赴全国部分省市和公安院校巡
回报告，海南为第 8 站。

11 月 8 日，杨雪峰同志先进事迹巡回海
南报告会现场大屏幕上，杨雪峰腰配警用装
备，双手向左平伸，双目炯炯有神——生命
的画面在此定格为永恒。“杨雪峰用生命化
作路标，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一个个质

朴的故事戳中听众泪点，大家深刻地感受到
他对群众、对事业、对亲人的炽热情感，感动
于他短暂而精彩、平凡却英勇的一生，更感
佩他用爱铸就生命的不朽丰碑。

杨雪峰同志妻子黄雅莉、重庆市公安局
渝北分局政委卢政、渝北公安分局交巡警支
队石船公巡大队大队长黄长富、石船镇太洪
村村民唐兴奎、重庆电视台记者杨曦分别结
合亲身经历，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讲述了
杨雪峰对党忠诚、心系群众、扎根一线、公正
执法的先进事迹。“雪峰这一走，连一句话都
没留下。婆婆抱着雪峰的警服，三天都没有
撒手。儿子对我说：妈妈，我想爸爸了！我
流着泪安慰他：爸爸再也不能陪你了，他永
远去值班了。”这是黄雅莉的深情告白。

报告团成员的真情讲述赢得现场阵阵
热烈掌声，许多民警哽咽流泪，他们纷纷表
示，既为失去杨雪峰这样的好战友、好同志
而痛惜，也为公安队伍涌现出杨雪峰这样的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民警而自豪，将以实际
行动传承英雄精神，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
的使命担当。

省公安厅副厅长刘海志代表厅党委要
求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广泛开展向杨雪峰同
志学习活动，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
感、以人民满意的新担当新作为，扎实做好
本职工作，努力开创新时代海南公安工作新
局面。

“时代楷模”杨雪峰先进事迹报告会海南专场举行，我省6000余名民警、辅警聆听

将以实际行动传承英雄精神

本报讯（记者王盛利 通讯员方茜）11月
7日下午，我省部分法院行政审判专题座谈会
在海口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
委员贺小荣听取近两年工作情况汇报强调，
要进一步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营造良好
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全方位服务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贺小荣充分肯定我省法院推行行政案件
跨行政区域异地管辖改革试点、行政审判诉
前指导诉中协调、判后反馈等新思路、新方
法。贺小荣指出，行政审判具有非常强的专
业性、技术性、政策性和时代性，要紧紧依靠
当地党委和政府开展工作，站在服务海南改
革发展大局的立场上思考对策，解决问题。

贺小荣要求，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权威，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要
服务好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当务之急是服务
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所有工作都要围绕这两个目标来

展开、深化和落实；要以人民为中心，力求实
质性化解争议，切忌程序空转，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陈凤超主持座谈
会，省高院、各中级人民法院、海口海事法
院、海口四个区法院主管行政审判工作的副
院长、行政庭庭长参加座谈。

最高法专委贺小荣在我省部分法院行政审判座谈会上强调，进一步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

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营商环境

报告团成员的真情讲述令许多民警哽咽流泪报告团成员的真情讲述令许多民警哽咽流泪 记者高凌 摄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许光伟 通讯员闵
娜）11 月 7 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英州镇规划所原所长符某某受贿一案，
这也是陵水县监察委员会成立后移送的第
一件职务犯罪案件，陵水县纪委监委组织 50
多名乡镇干部现场观摩庭审，省纪委监委派
驻省卫健委纪检监察组组长庄著带领五指
山市等地纪委监委干部 10 余人到庭观摩。

据检方指控，被告人符某某于 2013 年至

2018 年任英州镇规划所工作人员、所长期
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办理报建手续谋取
利益，非法收受 34 人 61 万余元。符某某于监
委对其展开调查后主动供述大部分犯罪事
实，并当庭表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
异议，自愿认罪。

公诉人当庭对符某某进行了深刻的法
庭教育。

符某某最后陈述时表示认罪悔罪，请求

法庭从轻判处，并以自身教训警示旁听人员
引以为戒。审判长通过梳理符某某犯罪行
为的发展过程及其危害性，对符某某进行了
批评教育，同时鼓励符某某积极退赃，争取
早日回归社会；同时警示旁听人员珍惜自己
的羽毛，警惕变异的“人情”，守好底线，在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中勇当先锋。

该案将择日宣判。

陵水英州镇规划所原所长受审

被控受贿61万 当庭认罪悔罪

我省召开“严收工程”第四季度
例会要求

提高强制隔离
戒毒场所床位利用率

本报讯（记者王慧 通讯员张晶）11 月 8 日，省“严收工
程”指挥部指挥长、省司法厅党委副书记、厅长郑学海主持
召开“严收工程”第四季度例会，传达学习琼海调研座谈会
精神，听取贯彻落实第十四次月调度例会和全国禁毒考评

“保四争三”冲刺战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各成员单位、责任单
位进一步提高认识，强化责任担当，服从服务于全省禁毒工
作大局，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助力 2018 年海南禁毒工作“保
四争三”工作目标顺利实现。

郑学海提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完成好“严收工程”冲
刺任务，保持攻坚优势，在现有全省病残吸毒人员场所建
设的基础上大力挖掘，力争 12 月 30 日前增加收治专所、所
内专区、医疗机构及床位总数，提高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床
位利用率。

郑学海强调，要加强联动，协调作战，对涉及到自身的
事项要主动作为；要认真总结工作亮点，积极推荐宣传，不
断提高海南禁毒工作知名度影响力；要充分发挥监管场所职
能，进一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加强信息报送，确保
各环节有序衔接，形成“严收工程”一盘棋格局；要强化督导
检查，稳步推进各项工作落地生根，全力以赴确保“保四争
三”工作目标顺利实现。

省公安厅、财政厅、民政厅、卫健委及三亚、万宁、文昌、
澄迈等市县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会
议。省公安厅监所总队、省戒毒局汇报了“严收工程”工作
情况。

未办环评建成投产
液氨制冰污染环境

洋浦检察院联手多部门督促一
冰厂整改，将适时启动公益诉讼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麦文耀 通讯员张建华）11 月 7
日，洋浦检察院联合生态环境保护局、市政管理局、洋浦
法院、新英湾区办事处等单位召开公益诉讼诉前圆桌会
议，就洋浦东英冰厂使用液氨系统制冰污染环境、无环评
手续、未批先建、厂区距居民区过近等问题进行沟通，协
商整改方案。

据了解，日前，洋浦生态环保局就东英冰厂环境污染及
安全隐患向洋浦检察院移送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诉前圆桌会议上，洋浦生态环境保护局工作人员介绍了
该局调查确认的东英冰厂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擅自开
工建设并建成投产；使用氨作为制冷剂，存在环境污染；厂区
距居民区过近，无法满足卫生防护距离要求，存在重大安全
隐患等问题。

各部门工作人员建言献策并达成整改方案，明确责任分
工，由生态环境保护局联合安监局督促东英冰厂整改环境污
染、安全隐患等问题，市政管理局协助新英湾办事处就东英
冰厂违建问题进行调查，洋浦检察院跟踪、督促各单位整改
落实情况，适时启动公益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救援衔标志式样和佩带办
法》昨起施行

消防救援衔标志
由应急管理部门制作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8 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防救援衔标志式样和佩带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办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救援
衔条例》的配套行政法规，是消防救援衔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消防救援衔标志
式样、佩带办法、缀钉、更换收回、制作管
理等作了规定。

《办法》明确，消防救援衔标志佩带在
肩章和领章上，肩章分为硬肩章、软肩章
和套式肩章，硬肩章、软肩章为剑形，套式
肩章、领章为四边形；肩章、领章版面为深
火焰蓝色。消防救援人员着春秋常服、冬
常服和常服大衣时，佩带硬肩章；着夏常
服、棉大衣和作训大衣时，管理指挥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佩带软肩章，消防员佩带套
式肩章；着作训服时，佩带领章。

《办法》规定，消防救援人员晋升或者
降低消防救援衔时，由批准机关更换其消
防救援衔标志；取消消防救援衔的，由批
准机关收回其消防救援衔标志。消防救
援人员的消防救援衔标志由国务院应急
管理部门负责制作和管理。其他单位和
个人不得制作、仿造、伪造、变造和买卖、
使用消防救援衔标志，也不得使用与消防
救援衔标志相类似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