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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肖瀚 张英）2月10日，记者
从海口市公安局获悉，春节期间，海口警方扎
实推进各项安保维稳工作，海口市总警情同
比下降 5.8%，道路交通事故零死亡，无发生
大面积、长时间交通拥堵，无发生重大治安、
交通、消防事故，各项节庆活动安全有序，海

口全市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平稳，广大市民游

客在椰城度过了平安祥和的新春佳节。

抓获犯罪嫌疑人29人

春节期间，海口各公安分局、治安、交

警、城警、特警、局机关等部门警种 1800 余名

警力每天按照“定点执勤、武警联勤、动中备

勤、警便合勤”的模式，结合“路长制”加大警

力投入、加强巡逻密度，做到白天晚上“见警

察、见警车、见警灯”。全市公安机关严厉打
击扒窃、入室盗窃、砸车盗等突出违法犯罪
行为，加大节日追逃力度，抓获各类违法犯

罪嫌疑人 29 人。

海口公安交警以春运道路交通管理为

抓手，提前发布路况信息 6745 条，适时启动

一级交通勤务模式，出动警力 7082 人次，在

出城路口设置 4 个交通安全卡点、岗位 32
个，检查登记“两客一危”车辆 940 辆，查处酒
驾醉驾 12 起，在 G98 高速公路、“三港”、客运
站等部位启用无人机空中巡查，取得了良好

成效，全市道路交通事故数、受伤人数、直接
经济损失同比分别下降 43%、41%、42%。

严打非法贩运烟花爆竹

2 月 9 日，据海口市生态环境保护局发布
消息，春节海口空气质量“五连优”。春节期
间，海口警方强化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设立 4
个公安检查站（点）加大检查力度，出动警力
10810 人次，严厉打击非法贩运烟花爆竹行
为，排查各类场所 3632 家。

特别在除夕晚上、初一早上等重点控制
时间，对易燃放烟花爆竹区域集中力量严防
死守。据统计，春节期间，警方共查处非法
运输烟花爆竹案件 3 起，查缴非法烟花爆竹
产品 215 件，依法行政拘留 13 人，行政罚款
48 人，收缴非法烟花爆竹产品 7863 件，劝诫
商铺向烟花爆竹批发商退货 3520 件。

春节便民服务“不打烊”

“还以为要耽误行程了，没想到那么快
就办好了，大过年的，真的辛苦你们了！”2 月

9 日中午 12 时许，来海南旅游的赵先生两人

计划第二天前往香港澳门旅游，但通行证的
签注已过期，听说海口公安出入境部门春节
期间有多项便民举措，怀着试试看的心情过
来，想不到前台民警很快就给他们办好了。

春节期间，海口警方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推出春节“不打烊”窗口便民服务，出入
境大厅和全市 4 个办证中心安排专人值班正
常办理业务，共为群众办理人才落户等各类
户籍业务 28 项，办理身份证 52 张，受理群众

业务咨询 107 次。依托移动警务车和交通管
理服务站设置 6 个便民服务点，为群众提供
咨询服务 160 余起，为自驾游客提供医疗救
助、送水送餐送油等贴心服务，进一步增强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报讯（记者肖瀚）省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发布了《关于敦促黄
鸿发犯罪团伙违法犯罪案件涉案公职人员
投案自首的通告》，敦促为黄鸿发犯罪团伙
充当“保护伞”或涉及腐败问题的公职人
员，在 2019 年 3 月 11 日前主动向纪检监察
机关、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投案自首。

通告称，近日，海南省公安厅侦办以黄
鸿发为首的犯罪团伙案件，抓获了黄鸿发、
黄鸿明、黄鸿金、黄应祥、李国春、李向光、
陆海涛、钟福文、文海、叶天宝等主要犯罪
嫌疑人和一批有关犯罪嫌疑人。经查，该
团伙长期以暴力手段称霸一方，存在强揽
工程、欺行霸市、强买强卖、非法高利贷、

非法采砂等行为，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
害、强奸、寻衅滋事、开设赌场、非法采矿
等违法犯罪，严重扰乱正常社会秩序和经
济秩序，侵害百姓切身利益。通过深挖犯
罪，省纪检监察机关掌握了一批涉嫌为黄
鸿发犯罪团伙充当“保护伞”和其他涉黑涉
恶腐败的案件线索，并已据此缉捕了部分
涉案嫌疑人。现敦促为黄鸿发犯罪团伙充
当“保护伞”或涉及腐败问题的公职人员，
在 2019 年 3 月 11 日前主动向纪检监察机
关、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投案自首。纪检
监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将根据《刑法》《刑事
诉讼法》《监察法》《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对

在此规定期限内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交代
问题、供述罪行、主动上缴赃款赃物的，可
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在此
规定期限内拒不投案自首，拒不如实交代
问题、供述罪行的，依法从严惩处。

海南省纪委监委、海南省委政法委、海
南省公安厅接受涉案公职人员现场投案自
首，并设立投案自首受理点：1、海南省昌江
县石碌镇昌江大道 88 号银湾美高梅花园酒
店 8203 房。受理电话：田警官 17766916711；
彭警官 17766916911。2、海南省海口市海垦
路香樟林风情街 4 号楼香樟林风情主题酒
店 8 楼 888 房 。 受 理 电 话 ：马 警 官
18789891756；阮警官 18789902179。

本报讯（记者董林）2 月 2 日，东方市召
开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三督导组反馈问
题整改部署会暨 2019 年东方市委政法委、
扫黑办第一次会议。

东方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兼市扫

黑办主任韩宇全文传达学习省扫黑除恶第
三督导组对东方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
检查的反馈意见，对督导组提出存在的问题
逐一进行剖析，查找原因，并就整改工作提
出具体要求。

韩宇强调，市委政法委和扫黑办全体同

志要继续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落实主体责
任，对标问题，理清思路，制定整改方案和
措施，切实把工作做实做细，按照省扫黑除
恶第三督导组和市委书记铁刚提出的要求，
在规定的时限内高标准完成问题的整改，以
最好的成绩迎接中央督导组的检查。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邓明通)2 月 9
日 11 时 50 分许，陵水车站派出所民警根据情
报线索，在光坡镇某村一举抓获涉嫌寻衅滋
事案的网上逃犯4名。

据了解，当天 10 时许，民警接到情报线
索，称一名涉嫌寻衅滋事案的网上逃犯蒋某
可能会到其陵水光坡镇某村的朋友曾某家中

聚餐。陵水车站派出所立即组织警力到曾某
家中，当民警到达曾某家后发现，有一大桌
子的人正在吃饭，场面极为热闹，蒋某就在
其中。令民警没想到的是，民警还看到了其
他三张熟悉的面孔，正是同伙邓某、邓某某、
卢某 3 人。民警一举将 4 人抓获。

蒋某称，受曾谋邀请来家吃饭，为了人

多热闹，便把邓某、邓某某、卢某 3 人也叫来
了，却没想到会被警察抓个正着。

经查，2015 年 12 月一天凌晨，犯罪嫌疑
人蒋某、邓某、邓某某、卢某结伙到五指山市
某酒店进行打砸。4 人被五指山市公安局列
为网上在逃人员进行通缉。目前，4 人已被
移交五指山市公安局进一步办理。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郭媛
媛 谭碧莹）人在旅途，法在身边。为让游客
过上一个安全、愉快的假期，万宁市人民法院
旅游巡回法庭于 2 月 6 日至 8 日，分别进驻兴
隆热带植物园、东山岭景区和首创奥特莱斯，
为游客送上一份旅游普法大餐。

旅游巡回法庭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干
警们通过搭建法治宣传台、发放法治宣传手
册、现场讲解等方式为游客提供多方位的普
法和服务，获得了群众的普遍好评和赞扬，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为万宁市全域旅游的
发展提供有效的司法保障。

活动期间，旅游巡回法庭共接受了20余名
游客咨询，累计发放300余份普法宣传手册。

海口交警指挥交通海口交警指挥交通

旅游巡回法庭走进东山岭景区旅游巡回法庭走进东山岭景区 郭媛媛 摄

海口警方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社会治安持续平稳

总警情同比下降5.8%

FZ 扫黑除恶海南在行动

省扫黑办发布通告敦促黄鸿发犯罪团伙案涉案公职人员投案自首

如实交代可依法从轻处罚

东方市召开扫黑除恶会议传达督导检查反馈意见要求

对标问题制定整改方案

寻衅滋事案4逃犯过年聚餐

被陵水铁警“一锅端”

人在旅途 法在身边
万宁法院旅游巡回法庭春节期间“动起来”

海口市委政法委召开全体委员
会议要求

落实主体责任
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本报讯（记者肖瀚 通讯员李苗）海口市委政法委近日

召开 2019 年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国共产党政法
工作条例》，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与会人员结合工作实
际进行了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海口市各级政法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确保传达到每名干警，使全市政法干
警深刻把握新时代政法工作的本质属性、使命任务、总体思
路和重大部署，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政法机关要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
政法工作条例》开展工作，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各级党委政法委要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把握政治方向、协调各
方职能、统筹政法工作、建设政法队伍、督促依法履职、创造
公正司法环境上，发挥好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落实等
作用，支持政法各部门依法履职。政法各部门要自觉把党的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全面依法履行职责使命，严格执行重大
事项报告制度，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更加深入
扎实地做好政法各项工作。

春节期间省监狱管理局
领导检查省琼山戒毒所场所
安全并要求

加强管控
确保安全稳定

本报讯（记者王慧 通讯员黄堂泽）
2 月 8 日上午（农历大年初四），省戒毒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到省琼山戒毒所对节日
期间场所安全工作进行督导，并向坚守
在工作岗位上的民警致以新春问候。

在生产劳动车间，省戒毒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仔细查看直接管理情况，“今天
是第一天出工劳动康复吗？”“现场警力
有多少人？”该负责人详细询问，并特意
查看了现场的监控器，对重点部位监控
的情况进行了解。

省戒毒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要求，要
高度重视司法部对春节期间场所安全
稳定工作的部署要求，严格贯彻落实，
多措并举，确保场所安全稳定。尤其是
加强对重点人员管控，积极消除不良因
素，保证重点人员管控工作持续有效。
要加强节日期间值班带班工作，按要求
部署备勤警力，保证重要时间节点警力
充足，做到文明执法。要加强民警的节
日管理教育，坚决维护民警队伍的良好
形象。做好民警工作时间外的安全管
理和纪律作风建设，严格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确保春节期间风清气正安定
祥和。

万宁法院提前介入一起交通事
故致死案件，促使双方达成协议

肇事方赔偿62万元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郭媛媛）为将矛盾化
解在萌芽阶段，万宁市人民法院在万宁市交警大队设立交通
事故巡回法庭。万宁法院交通事故巡回法庭近日提前介入
一起交通事故致死案件，促使双方达成协议，交通肇事一方
赔偿受害者家属 62 万元。该案赔偿款已履行到位 35 万元，
余下的 27 万元双方约定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前付清。

1 月 17 日早上，陈某驾驶一辆混泥土搅拌车行驶至万宁
市万城镇东星高速路天桥下时，与林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
（载郭某）发生碰撞，造成小女孩郭某死亡。事故发生后，混
泥土搅拌车所属单位支付丧葬费 5 万元后，受害者家属要求
再赔偿 120 万元。因赔偿意愿差距过大，双方未达成一致。
受害者家属情绪激动，多次在交警事故中队吵闹，并到东澳
镇政府上访，影响很大。

为了稳定家属情绪，万宁法院交通法庭工作人员提前介
入调解，引导受害者家属向交通法庭提起诉讼。交通法庭立
案后，办案法官及其他干警积极主持双方当事人调解，以事
实为依据，引导双方当事人客观看待自己一方在本次交通事
故中应承担的责任，在东澳镇政府和交通事故中队工作人员
的共同努力下，最终促使双方达成协议：混泥土搅拌车所属
单位共赔偿受害者家属 62 万元，并取得受害者家属的谅
解。该案赔偿款已履行到位 35 万元，余下的 27 万元双方约
定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前付清。

据了解，1 月份万宁法院交通事故巡回法庭调解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案件 65 件，涉案总金额 320 万元；其中调解涉及
交通事故死亡案件 6 件，当场履行到位金额为 243.8 万元。

双方达成协议双方达成协议

海口美兰区法院召开民主生活会

结合事例查摆问题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庄鑫斌 王娇 王倩）海口

美兰区法院近日召开 2018 年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
会议书面通报了 2017 年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

2018 年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和会前
征求意见情况。美兰法院院长陈云峰代表院党组班子作对
照检查，重点查摆了在思想政治、精神状态、工作作风等方
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实际、深入剖析，并明确了今后努
力方向和改进措施。陈云峰带头、该院党组全体成员逐一进
行个人对照检查，并严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发言中，大家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思想摆进去、把工
作摆进去，问题查摆紧密联系具体事例，整改措施具有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自我批评不遮遮掩掩、不避重就轻，相互批
评坦诚相见、见筋见骨，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形成了统一
思想、凝聚共识、团结奋斗、干事创业、狠抓落实的好氛围好
效果，为全面推进 2019 年各项工作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扰乱单位秩序
东方4人被教育训诫

本报讯（记者董林）1 月 30 日，东方市公安局八所派出
所教育训诫了 4 名在东方市委工作区域扰乱秩序的人员。

当天 15 时许，因永安东路海逸半岛小区水压问题，张某
艳等 60 多名小区业主到东方市委 3 号楼非法集聚上访，不听
执勤人员现场劝告，且大声喧哗、吵闹及拥堵出入口，严重
影响东方市委 3 号楼工作的正常运行。东方市公安局八所
派出所遂组织警力在巡警大队的支持下，将现场情绪过激
的 4 名上访人员张某艳等人传唤至所，迅速恢复现场办公秩
序。4 名上访人员被带到该所后，立即认识到其过激行为已
触犯相关条例并及时表示悔过，不再继续闹访。鉴于此，该
所对上述人员教育训诫后予以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