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昌检察院司法救助公开答复会邀请
帮扶责任人等第三方人员参加

为因案致贫群众提供有效救助
（详见2版）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

传 真65986019 订报热线65986003
周一至周五天天出报 零售：省内每份 1.5元

总 值 班：付向荣

值班编委：丁 汀

责 编：陈 婷

校 对：张琇珍

版 式：谢少依
海报读者俱乐部微信

（详见3版）

海口一男子微博留言欲轻生网友报警

民警深夜逐户搜寻成功救人

今日导读

15
第4793期 1998年1月18日创刊

星期三2019 年 5 月

法制改变生活
统一刊号：CN46—0030 邮发代号：83—16 法制时报微博法制时报微信

海南省委政法委官方微博 海南省委政法委官方微信

欢迎举报涉黑涉恶
违法犯罪线索

海 南 省 扫 黑 办 举 报 电 话 ：0898-
12389 0898-65303115

举报邮箱：hnsshcebgs@163.com
举报信箱：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

青年路1号南渡江大厦海南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政编码：570203

（详见4版）

海口海事法院积极向被告提供法律咨
询解决一劳务合同纠纷案

帮13名船员追回43万元欠薪

刘星泰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全体会议刘星泰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全体会议 记者符传问 摄

本报讯（记者肖瀚）5 月 14 日，省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召开落实中央扫黑除
恶督导整改要求部署再检查再推进工作会
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领导小组组长刘星泰主持会议并讲
话，他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谋划
督导检查，推动问题整改落实，持续发力，毫
不松懈地抓好下阶段重点工作，推动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为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创造良好的政
治生态、社会秩序、营商环境。

会上，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省扫黑
办主任刘诚汇报了《海南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督导再检查工作实施方案》。与会人员结合前
阶段扫黑除恶工作实际分别进行了发言。

会议指出，中央督导组进驻海南督导期
间，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委主要领导亲
自安排部署，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部署
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压实责任，统筹推
进，整个督导期间边督边改、立行立改成绩
显著，先后打掉了海口陈先福、三亚刘庆鸯
等一批涉黑涉恶团伙，铲除一批黑恶势力

“保护伞”，我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阶段
性成果。但同时，中央督导组也明确指出了
我省扫黑除恶存在的问题，这次再检查再推
进工作是省委书记刘赐贵亲自部署的一项
重要工作，督导工作由省级领导亲自挂帅，
各工作组要切实做好督导检查各项工作，确
保专项斗争取得新的突破。

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省委 3 个工作组
的作用，精心谋划部署，指导地方各项整改
工作落实到位。要开展好“涉黑涉恶人员追
逃”“打伞破网”“打财断血”3 个专项行动，再

掀扫黑除恶新高潮。要加大“村霸”、侵占集
体土地和“套路贷”打击力度。要认真梳理
中央督导组移交的线索，做到件件有着落，
事事有回音。要继续压实各级各成员单位
政治责任，强化综合治理措施，逐步形成扫
黑除恶长效工作机制。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范华平，省高院
院长陈凤超，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
刘登山，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吴慕君，省委政
法委副秘书长李向明，省司法厅党组书记、
副厅长李永利等领导出席会议。

本报讯（记者肖瀚）5 月 14 日，省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刘星泰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
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
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全国公安工作
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
贯彻落实意见。

刘星泰强调，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做
好新时代公安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新时
代公安机关更好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
使命、不断开创公安工作新局面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我省公安
队伍在保安全护稳定、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禁毒三年大会战中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推
动社会治安持续好转，人民群众安全感，幸
福感不断提升，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创造了安全稳定的
政治社会环境。

刘星泰要求，全省政法系统要迅速组织
传达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
国公安工作会议的部署上来，推动全省公安

工作和社会治理能力再上新台阶。省委政
法委要牵头制定关于加强新时代公安工作
的实施意见，聚焦问题，找准短板，提出具体
解决的措施。要认真做好全省公安工作会
议筹备，扎实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禁毒
三年大会战等重点工作。要提高思想认识，
加强部门协同协作，加大打击整治力度，早
日铲除电信网络诈骗这颗毒瘤。要加强政
法领域制度创新，紧紧围绕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实际，为全国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贡献政法系统的
智慧和力量。

会议还传达了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审议
了《关于海南省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
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

副省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公安厅
厅长范华平，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高院院
长陈凤超，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军区副政
委郑少波，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刘诚，
省委政法委委员李向明、陈海军出席会议。
省委政法委、省检察院、省司法厅有关领导
列席会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
发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
案》提出，要把海南建设成为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样板区、陆海统筹保护发展实践区、生
态价值实现机制试验区和清洁能源优先发
展示范区。以生态环境质量和资源利用效
率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为目标，海南生态文明
建设逐步升级，将谱写美丽海南新篇章。

生态强省
迈向生态文明建设样板区

专家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海南
不仅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改革创新、先行
先试，也将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作出表率。

方案列出建设“时间表”：到 2020 年，试
验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保持全国一流水平，在推进生态文明领域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走在全国前
列；到2025年，生态文明制度更加完善，生态
文明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明显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领先
水平；到 2035 年，生态环境质量和资源利用
效率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海南成为展示美丽
中国建设的靓丽名片。

海南省水务厅厅长王强说，方案围绕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陆海统筹保护发展、生
态环境质量巩固提升、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现代监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绿色生产
生活方式等六个方面部署重点任务，对各
部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工作提出更高
要求。

一个个“硬指标”将良好生态具象化：
到 2020 年，城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
持在 98%以上，主要河流湖库水质优良率在

95%以上，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2%以上，海
南岛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 60%……

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教授葛成军认
为，陆海统筹保护发展充分体现山水林田
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综合治理理念。方案在
大气、海域、河湖、森林等方面均有具体要
求，确保生态环境只能更好、不能变差。

改革创新
筑牢生态建设基础

方案明确，健全生态环境资源监管体
系，着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构建起以
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为重点、与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定位相适
应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实施林
长制；建立环境污染“黑名单”制度……专
家指出，方案中一系列政策既有现行政策
的改革深化，也有创新探索，将织牢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制度体系。

葛成军说，从最严格的围填海管控和
岸线开发管控制度，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
度到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方案中几
个“最严格”彰显以制度改革创新推进生态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心。

监管模式是制度体系的重要一环。方
案提出，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质
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建立生态环境准
入清单。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孙
喆表示，“三线一单”把生态环境保护的规
矩立在“上项目”之前，作为海南中部生态
核心区市县，琼中在发展过程中要算好长
远账、整体账。

开展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

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
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重要内
容。海南省林业局局长夏斐表示，将争取
在今年上半年完成公园总体规划，尽快启
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条例立法工作。

绿色发展
推动生态资源产品价值“变现”

专家表示，海南将通过建设生态价值
实现机制试验区打通生态优势与发展效益
的转换通道。方案提出，创新探索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包括推动生态农业提质
增效，促进生态旅游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
建立绿色金融支持保障机制等。

“在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的过程中，如何把生态优势变
成经济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考验着各级
政府的智慧。”海南现代管理研究院院长王
毅武说，海南将依托良好的生态优势，调整
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培育壮大
旅游业、现代服务业、热带高效农业和高新
技术产业。

此外，方案提出，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
活方式。如加快推广新能源汽车和节能环
保汽车，在海南岛逐步禁止销售燃油汽车；
2020 年年底前在全省范围内全面禁止生
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
料餐具等。

“从‘盼温饱’到‘盼环保’，群众对干净
水质、绿色食品、优美环境等生态需求更为
迫切。”海南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熊安静
说，随着方案的实施，不断增加的生态产品
供给将增加百姓获得感，共建共享推动形
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针对网上反映“高院副院长的
家族产业：资产或超200亿”等问题

省高院表示拥护
并配合调查组调查
本报讯（记者陈敏）5 月 13 日，省委政法委牵头组成联

合调查组，调查“高院副院长的家族产业：资产或超 200 亿”
等问题。5 月 14 日，记者从省高院获悉，省高院党组召开会
议，表示坚决拥护省委决定，支持配合调查组查清事实，回应
社会关切。

涉嫌受贿罪
最高检依法对缪瑞林、邢云、钱

引安决定逮捕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最高检日前依法分别对缪瑞
林、邢云、钱引安作出逮捕决定。

江苏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缪瑞林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
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
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缪瑞林作出逮捕决定。该
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邢云涉
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邢云作
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陕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钱引安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
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
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钱引安作出逮捕决定。该
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广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一年来

4800余名涉黑恶
在逃嫌疑人自首

新华社广州 5 月 14 日电（记者毛鑫）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工作开展一年多来，广东警方共收到群众举报线索 7660 余
条，已有 4800 余名涉黑恶逃犯投案自首。

广东省公安厅 14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的开展情况。截至目前，广东警方共打掉黑社
会性质组织 130 多个、恶势力犯罪集团 400 余个，侦破涉黑恶
案件一大批，刑拘涉黑恶犯罪嫌疑人 6.94 万人，查扣冻结涉
案资产过百亿元，带动全省刑事警情、刑事立案数分别同比
下降 10.5%和 9.5%，保持了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发布会上，广东警方公布了 20 个涉黑恶典型案例，其中
涉及“套路贷”等新型犯罪案例 8 个。

广东省公安厅扫黑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广东警方把涉黑
恶新型犯罪列入重点打击范围，成立新型犯罪研究中心，创新

“以专制专、以快制快”的反制策略和措施，精准打击“套路贷”
“校园贷”、收取网络保护费、网络敲诈等新兴领域涉黑涉恶犯
罪。今年1至4月，广东共打掉“套路贷”涉黑恶团伙31个。

广东警方同时将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
方的“村霸”作为打击工作的重中之重，努力净化农村地区社
会治安环境。

发布会上，广东警方对 5 名重要线索举报人进行了奖
励，并再次公开重金悬赏 30 名涉黑恶在逃犯罪嫌疑人。

澄迈法院高效执结12起
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12人拿到
23万元执行案款

本报讯（记者王季 通讯员林海宁 范

富霞）澄迈县法院近日成功执结 12 起商品

房预售合同纠纷案，12 名申请执行人拿到

共 23 万余元的执行案款。

据了解，2013 年，戴某等 12 人向某公

司购买商品房签订合同约定按期办证事

宜。因某公司未履行合同要求，戴某等人

将公司起诉至法院，法院判决公司为 12 人

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并支付逾期办证违约

金。后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经省一

中院调解，该公司依旧不履行，原告遂诉至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迅速冻结该公司银行存款

17 万余元，扣划 11 万元，剩下的 6 万元因

为分属不同的银行账户无法实现网上扣

划。随后执行法官迅速赶到海口不同的开

户银行办理扣划手续，经过两天的奔波，全

部成功扣划。法院按照债权比例将案款发

放给 12 名申请执行人。为继续执行剩余

的 6 万元执行款，法官多次做被执行方代

理人的思想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周后

该公司主动履行。执行法官迅速将余下案

款全部发放给申请执行人。

刘星泰主持召开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落实中央扫黑除恶督导整改要求部署
再检查再推进工作会议时强调

持续发力 毫不松懈
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刘星泰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全体会议时强调

推动全省公安工作和社会治理能力再上新台阶

生态文明建设再升级
美丽海南将写新篇章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解读
□新华社记者罗江 李金红 陈凯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