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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星）2 月 26 日下午，海南
省社会风险评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
心”）揭牌仪式在海南政法职业学院举行。省
委政法委副秘书长李向明、海南政法职业学
院党委书记童光政共同为该研究中心揭牌。

揭牌仪式上，由省委政法委协调督办处
处长颜冬秋宣读了省委政法委“关于同意海
南政法职业学院成立‘海南省社会风险评估
研究中心’的批复”文件。海南政法职业学
院院长吴杰介绍了研究中心未来的研究规
划与治理机制。

李向明表示，研究中心是省重大决策社会
稳定风险评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海南政
法职业学院共同成立的，对于充分发挥政学研
综合优势，以新思路、新机制进一步推动社会
风险评估治理研究，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李向明强调，研究中心要充分发挥省重
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领导小组办公室和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的作用，健全日常运行和
管理机制，要加强学院党委的领导，优化研究
中心的发展规划设计和人才队伍建设，同时

要善于整合校内外的资源和力量，不断促进
风险评估研究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法治化、智能化建设，通过精心打造最终成为
具有突出优势、领先地位的平台和基地。

李向明要求，研究中心要把社会风险评
估研究工作深度融入当前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大局之中
来谋划、来推进。将研究中心办成有实力、
有特色、有成效的研究平台，充分发挥智库
作用，让研究中心工作与海南经济社会发展
同频共振。

我省社会风险评估研究中心揭牌
将促进风险评估研究工作科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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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敏）2 月 26 日上午，我省
法院系统在海口、三亚、儋州同时开展禁毒
三年大会战“春雷行动”毒品犯罪案件公开
宣判活动。省委副书记李军出席海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活动并讲话，省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刘星泰主持，省高院院长陈
凤超、省检察院检察长路志强出席。

据悉，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全省法院
依法从重从快顶格处罚毒品犯罪，判处无期
徒刑以上 186 人，狠狠打击了毒品犯罪嚣张
气焰。26 日，海南二中院、海口中院、三亚中
院依法对 7 案 21 人进行公开宣判，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同时对一批犯罪
分子执行死刑。

李军指出，扎实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
坚决守好不搞“黄赌毒”这条底线，既是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的具体行动，也是确保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顺利推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的重要
保障。今年是大会战的决胜之年，要继续
保持昂扬斗志，贯彻落实好国家禁毒委和
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安排，始终保持对毒品
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确保实现禁毒三年
大会战的目标；各级法院要切实发挥好审
判职能，坚持依法顶格从严从快判决毒品
案件，并通过公开宣判等有效形式震慑犯
罪、引导群众，在全社会形成支持、参与禁
毒的良好氛围；海口市作为大会战的主战
场，要继续主动作为，再接再厉，拿出更加

有力、管用的措施“减存量”“控增量”，千方
百计实现降比目标。

刘星泰对下一阶段禁毒工作提出要求，
强调加强协调、形成合力，扎实推进“两打两

控”专项行动等重点工作，坚决打赢大会战
收官之战。 (相关报道详见 4 版）

本报讯（记者张英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
讯员杨笑）弘扬队伍正气，不断激发队伍活
力和凝聚力。2 月 26 日下午，省公安厅隆重
举行晋升警监警衔仪式，副省长、省公安厅
党委书记、厅长范华平出席仪式并讲话。范
华平强调，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始终坚持从严治警和从优待警相
结合，以高度的职业荣誉感、使命感完成好
各项公安工作，以优异的成绩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

张兆腾、谢世忠、陈伟志 3 名同志晋升为
二级警监警衔。范华平向晋升警衔的同志
颁发证书，并表示衷心的祝贺和崇高的敬

意。他希望 3 名同志珍惜荣誉、永葆本色，不
忘初心、砥砺前进，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和排
头兵的引领作用，以实际行动为海南公安事
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范华平要求，全省广大公安民警要以此
次授衔仪式为契机，对标先进，培养锐意进
取、勇争一流的职业精神，坚持问题导向，树
立实干实绩意识，奋力当好新时代海南公安
工作的答卷人。范华平强调，各级公安机关
要不断细化落实从优待警各项措施，积极为
民警办实事、解难事，切实增强民警的职业
荣誉感和归属感，提升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创造拴心留人、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让
民警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中贡献智慧和力量。

省公安厅举行
晋升警监警衔仪式
范华平向晋升二级警监警衔同志颁发证书

省公安厅举行晋升警监警衔仪式省公安厅举行晋升警监警衔仪式 田和新 摄

路志强对全省检察机关下一步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禁毒三年大会
战工作提出要求

提高政治站位
加强检察监督

本报讯（记者曹飏 通讯员陈丹萍）2 月 26 日上午，省检
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路志强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
达学习了中央重要文件精神，就如何结合检察工作实际抓好
贯彻落实作出部署安排，对全省检察机关下一步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和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工作提出要求。

路志强就下一步全省检察机关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工作提出五点要求：一是全省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压实政治责
任，在扫黑除恶的强大攻势中努力展现检察新作为，为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创造良好的社
会环境。二是进一步加大办案力度，在靶向发力、强化监督
上再深化。全省检察机关要按照“捕诉一体”的办案要求，坚
持快捕快诉，提高办案效率。同时，要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
限，对黑恶势力犯罪严格依法认定，确保办理的每一起案件
都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三是进一步完善深挖彻查机
制，在破网打伞、缴财断血上再发力。在引导取证、审查逮
捕、审查起诉、受理申诉的同时，要深挖彻查背后的“保护
伞”，凡是检察人员涉黑涉恶的，一律彻查到底。要引导公安
机关收集固定黑恶势力聚敛财物的证据，深挖利益链条，最
大程度挤压黑恶势力生存空间。四是进一步积极参与社会
综合治理，在边打、边治、边建上再拓展。全省各级院要积极
延伸办案触角，为党委政府积极出谋划策，督促相关单位和
企业堵漏建制。要以专项斗争为牵引，严厉打击毒品犯罪以
及涉枪涉爆、电信网络诈骗等各类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犯罪。五是进一步狠抓工作落实，在全面整改、合力
攻坚上再加强。全省检察机关要做好中央督导组到我省进
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准备工作。

路志强还对全省检察机关如何推动禁毒三年大会战深
入开展提出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责任
感和使命感，坚决打赢禁毒三年大会战。要严格落实“宽严
相济、公正高效”理念，在办案效率上要体现一个“快”字，
在检察监督上要体现一个“严”字，在执行法律上要体现一
个“准”字，决不在检察环节贻误战机。要进一步强化检察
监督。加强毒品犯罪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坚决纠正
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问题；加强审判活动监督，维护司法
公正；加强对执行活动的监督，坚决防止毒品流入监管场
所。 要以新一轮内设机构改革为契机，在毒品犯罪高发多
发的市县，设立毒品犯罪检察部或检察官办案组，加强专业
化建设。建立健全毒品犯罪案件速裁程序，完善认罪认罚
从宽办理机制，实现打击力度和办案效率的有机统一。要
认真分析办案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堵塞漏
洞、预防犯罪的检察建议。加强禁毒法治宣传，形成全社会
自觉识毒、防毒、拒毒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记者曹飏 通讯员洪纬 潘成
荣）近日，省检二分院在办理一起滥伐林木
案中，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实现简案快办，推
动繁简分流，提高诉讼质效。这是该院首次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日前已向省
二中院提起公诉。

经审查查明，2018 年 4 月底，被告人黄某
全向邢某、邢某恩等人承包位于乐东黎族自
治县大安镇西黎村九队的林地用于种植香
蕉。同年 5 月，黄某全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

准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擅自雇请挖掘机
到其承包的林地内，将种植在林地的花梨树
等进行挖掘清理，后种植香蕉。经调查，被
毁林地总面积 13.90 亩，规划地类为商品林
地，被毁林木 682 株，被毁林木树种为花梨。
8 月 21 日，被告人黄某全向乐东县森林公安
局投案。

黄某全到案后，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
阶段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省检二
分院审查后认为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黄某全对指控事实无异议，自愿认罪符
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条件。

承办检察官依法告知黄某全享有的诉
讼权利，黄某全同意适用认罪认罚程序，依
法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该案适用认
罪认罚程序办结仅用 9 天，大大提高了办案
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既给被告人以有力
的司法震慑，同时也给其改过自新、早日回
归正常生活的机会，确保了案件办理的社会
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

省检二分院首次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办理案件

办结仅用9天 提高诉讼质效

在三亚为争游客将同行打伤

2名导游潜逃6年落网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陈惠)2 月 25 日，海口铁路公

安处乘警支队经过周密部署，先后将涉嫌寻衅滋事的犯罪嫌
疑人黄某、王某双双抓捕归案，被抓捕时 2 人已潜逃 6 年多。

当天上午，民警根据情报线索得知一名网逃人员黄某
在三亚某养生会所活动，海口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立即组
织警力进行抓捕。通过对嫌疑人黄某的突击审讯和进一步
深挖，民警下午又将同案的嫌疑人王某也抓捕到案。

据黄某、王某本人供述，他们是三亚某旅游公司的导游，
2012 年 11 月下旬为了争抢俄罗斯游客客源，黄某作为公司
导游组长带着 3 个人到三亚某酒店门口与同是导游的张某、
张某某理论，期间双方起争执，最后将张某一方瞿某的鼻子
给打骨折了。

此事发生后黄某就辞职不干导游了，事情过去 6 年多
了，以为这件事不了了之，没想到被列为网上在逃人员直至
被民警抓获。黄某、王某对其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黄某、王某已移交立案单位三亚市公
安局进一步办理。

划伤他人轿车泄愤
当庭赔付维修费

琼中法院调解一宗财产
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本报讯（记者李传敏 通讯员谭礼宪）
2 月 26 日上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法院
开庭审理一宗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经
调解当事人达成了赔偿协议，被告陈某当
庭向原告谭某付清赔偿款 5280 元。

据了解，陈某是琼中县某单位职工，
因琐事对原告谭某产生不满情绪。2018
年 9 月 29 日凌晨 2 点左右，陈某潜入谭某
居住的某小区，用随身携带金属锐器在谭
某小轿车上随意划刮。谭某发现小车被
划刮，随即向派出所报案，派出所根据小
区监控找到陈某。

经派出所调解无果，谭某将陈某告上
法庭，请求陈某赔偿小轿车车漆维修费
5280 元。2 月 26 日上午，在开庭审理过程
中，承办法官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终于促成陈某当庭向谭某付清赔偿款。

李军在出席海口中院毒品犯罪案件公开宣判活动时强调

奋力实现禁毒三年大会战目标
刘星泰主持 陈凤超路志强出席

海口中院公开宣判一批重大毒品犯罪案件海口中院公开宣判一批重大毒品犯罪案件 记者符传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