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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交警整治非法改装拼装大排
量摩托车

查扣“飙车”摩托车24辆

（详见3版）

随意倾倒建筑垃圾
海口一工地被罚款5000元，责令恢复

场地原状

（详见2版）

文昌已打掉涉黑涉恶犯罪团伙17个

查处涉黑恶“保护伞”案
28件31人

执法人员在现场查处执法人员在现场查处 记者李崇育 摄

在海口美兰区灵山镇西游记城附近，每
天凌晨 4 时至 5 时，有许多车辆进进出出，司

机在夜色下涌向这里废弃的3栋半拉子别墅

群，装载货物后，又连夜赶紧驶离现场……

废弃别墅群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记者

连日蹲守，发现这里竟是一个“走私羊”的交

易市场。7 月 10 日凌晨 5 时，记者在掌握偷

运活羊证据后，分别向110及海口12345热线

举报。当天，海口灵山派出所闻讯后迅速出

警处置，海口多个职能部门也到达现场执
法。目前，该交易市场 500 多只没有任何检
疫证明的“走私活羊”被海口市农业综合执
法大队查扣，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废弃别墅群后院
挤满500多只“走私羊”

废弃别墅群位于海口市灵山镇西游记
城附近一条山路里，这里每隔两三天，就有
数百只非法入境的活羊被运往这里，全省
各地的客户纷纷来这里买羊，其中不乏饭
店经营者和“二道贩子”。这里半夜灯火通
明，前院不大的空地停满约 20 余辆车，装货
后连夜驶离，一批又一批的车辆进出。别
墅后院挤满了活羊，房里满地羊内脏、粪
便，羊被脏水浸泡后拔毛破肚……进出市场
的道路，是一条坑洼不平的土路，平时不易
被人发觉。7 月 10 日，经连日蹲守，记者将
这一个隐藏于废弃别墅群存在偷运偷卖

“走私羊”情况，向相关方面举报。
记者了解到，偷运偷卖“走私活羊”的老

板为周某，其长期占据三栋别墅，左侧一栋
楼上为存栏羊临时存放点，楼下是屠宰车
间，这里一个大锅烧着开水，满地羊内脏、污

血，大量污水直接流入后院灌木丛；其他两
栋为屠宰工、搬运工的“宿舍”。别墅后面，
则是一个可容纳近千只活羊的羊圈。

长期以来，这个交易市场和全省各地的
客户形成一种默契，羊运来了提前通知客
户，客户早早等候，现场在收据上签字即可

取货，账目都是日后结算。为逃避监管、打

击，到货、屠宰、交易时间都在凌晨4时许。

当日凌晨5时，记者报警后，跟随海口灵

山派出所民警来到西游记城废弃别墅群，此

时，前院停放货车、轿车、电动车约25辆。

“所有人蹲下不许动，再跑就开枪了！”

见到民警到达，在别墅里的人员惊慌失措

地将铁皮大门关闭并准备离开，民警要求

打开铁皮大门，对方并没有配合，民警破门
而入，将一名嫌疑人控制，有一些前来买羊
的客商跑到灌木丛里逃跑。

进入羊群存放区，眼前的景象让人大

吃一惊，面积不大的后院里面密密麻麻挤

满了活羊，连一点腾挪的空间都没有。面

对民警的警告，疯狂的现场管理人员打开
羊圈，吆喝着试图把羊群赶到后面的灌木
丛以此“毁灭证据”，发出多次警告无果后，
民警采取强制措施。经记者大致清点，后
院藏有活羊超过 500 头，案值或超 50 万元。

“走私羊”客户
几乎囊括全省各市县

羊圈前门处，有一张办公桌，一个地
秤，一个计算器，还有两本遗落的账册欠
据。欠据抬头为“海口市活羊屠宰交易市
场”，下面有市场老板周某两兄弟的姓名和
账户信息，上面明确写明客户购买的活羊

来自广西、山西、云南、内蒙古。
“你们吃的五香羊基本都是我们这里

的啦。哪有那么多本地羊给你们吃。”尽管
被带上手铐，被抓获的“马仔”刘某仍是一
脸轻松。刘某说，他经朋友介绍来这里工
作，每月工资 3000 多元，他的工作就是装货
卸货，对于老板周某的情况，他一概不知。
刘某还说，10 日凌晨约来了 4 车羊，都是从
海上运过来，每车大概 6000 多斤。

记者翻阅账册发现，这个活羊屠宰交易
市场的客户几乎囊括全省各市县，其中三亚
客户吴某国 6 月 28 日一次性拿货就有 50 多
只，按照每斤22.5元的单价，货值达68188元。

多部门联手处置
将逐一抽血检查“走私羊”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美兰分局、市农
业综合执法大队、美兰区农林局、灵山镇政

府分管副镇长带领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处置。
针对该半拉子别墅有人员频繁进行违

法活动的情况，灵山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镇

里已经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多次清查、整治

活动，受历史遗留等诸多问题影响，一时难

以彻底解决，下一步将上报上级研究处置。

多部门工作人员现场调查初步确认，

这些活羊无检疫耳标、无检疫合格证明，都

是从外省流入，该行为已违反我省动物防
疫检疫相关法规，执法人员要将这批活羊

查扣，进行抽血检查，有疾病的将在第一时
间作无害化处理，无疾病的装运至隔离场
隔离，再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相关部门还表示，该市场负责人的行为严
重违法，他们将根据案值等情况作材料并上
报，如涉及刑事犯罪，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置。

截至记者发稿，这批“走私羊”的抽血查
验以及清点工作仍在进行中。

“走私羊”交易市场藏身废弃别墅群
本报记者连日蹲守调查，举报后海口多个职能部门联手处置，查获500余只“走私活羊”

□本报记者李崇育

本报讯（记者和婷婷）7 月 10 日，省人民
检察院召开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石秀
莲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激励全省检察干警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广泛学习宣传石秀
莲同志先进事迹。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
长路志强要求，全省检察机关要迅速掀起学
习宣传石秀莲同志先进事迹的热潮，积极组
织广大检察干警向石秀莲同志学习，为深入
推进我省检察事业创新发展、助力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凝
聚强大精神动力。

据了解，东方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石秀莲近日荣获全国“人民满意的
公务员”荣誉称号，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

接见。
报告会上，石秀莲围绕“不忘初心忠诚

履职，牢记使命坚守正义”的主题，讲述自己
从检 24 年间始终立足本职、忠诚担当、严格
司法的工作坚守和心路历程。

路志强指出，石秀莲同志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生动诠释了检察战线上一名优秀
共产党员、一名模范检察官、一名人民满意
的公务员、一名基层检察干部对党的忠诚，
对检察事业的热爱，对人民群众的真情，对
人生信念的追求；生动诠释了省检察院党
组提倡的“爱党、爱国、爱人民，爱家、爱岗、
爱单位”的“六爱”检察文化的内涵，赢得了
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赞扬，是全省

检察机关践行“忠诚担当、廉洁奉公”理念
的表率，是“立足岗位讲政治、恪尽职守表
忠诚”的典范。

路志强要求，全省检察干警要为身边有
石秀莲同志这样优秀的先进典型感到光荣
和骄傲，发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在
学习先进典型上快学一步、多学一点、深学
一层。要迅速掀起学习宣传石秀莲同志先
进事迹的热潮，学习石秀莲同志对党忠诚、
一心为民的政治品质；学习她爱岗敬业、恪
尽职守的优良作风；学习她奋勇争先、敢于
担当的进取精神；学习她不徇私情、廉洁奉
公的高尚情操。

路志强强调，全省检察机关要把学习宣

传石秀莲同志先进事迹与“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要把学习宣传石
秀莲同志先进事迹与做好本职工作结合起
来；要把学习宣传石秀莲同志先进事迹与加
强检察队伍建设、改进工作作风结合起来。
切实将石秀莲同志先进事迹精神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真正做到立足岗位讲政治，恪尽
职守表忠诚。

据悉，报告会主会场设在省检察院，以
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开至分市院、基层院。
省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专委、副巡视员和
机关全体人员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分市
院、基层院全体人员分别在本单位分会场参
加会议。

7 月 10 日，记者见到海口市公安局琼山

分局便衣警察大队（飞鹰大队）大队长冯晖

时，他正埋头工作。“不好意思，我手头还有

点工作没处理完，稍等一会再接受采访。”冯

晖略带歉意地解释，两眼虽布满血丝，但精

神依旧饱满。

自 1998 年入警以来，冯晖以民为本，爱

岗敬业，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

绩。6 月 25 日，冯晖获评第九届全国“人民满
意的公务员”，他也是我省公安系统唯一获
此殊荣的民警。

想群众所想
布起打击犯罪的天罗地网

2007 年 9 月，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成

立便衣警察大队，取名“飞鹰”。2008 年，冯

晖担任飞鹰大队大队长。当时的琼山府城

地处城乡接合部，社会面复杂，治安形势十

分严峻，持械寻衅滋事、打架斗殴、“两抢一

盗”等街面犯罪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琼山的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在进入飞鹰之前，我爱人也经历

过飞车抢劫，我深知受害人的恐惧，所以来

到飞鹰大队后，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两

抢一盗’控制住。”这是冯晖进入飞鹰大队的

初心。接下来，冯晖带领全体队员在辖区内

昼夜布防，坚守岗位，快速反应，严厉打击街

面“两抢一盗”等违法犯罪活动，布起一张保

护人民群众打击犯罪的天罗地网。

“我是土生土长的府城人，这十多年来

我亲眼见证了府城治安的变化。以前经常

看到有人拿着刀棍四处晃，去忠介路逛街的

时候一不小心钱包就被偷了。自从有了飞

鹰大队，安全指数不断上升，现在一个人出

门也不怕了，因为知道有人在默默守护我

们。”府城居民符至怡笑着告诉记者。

每当有案件总是冲在前头
“群众认可就是我最大动力”

在冯晖左手的食指上有一处刀疤十分

醒目。“这是我刚来飞鹰大队时，在一次抓捕

行动中弄伤的。”提起自己与犯罪嫌疑人搏

斗中受过的伤，冯晖轻描淡写地说。

“冯队非常拼，每当有案件发生，他总

是冲在前头。”采访中，琼山分局便衣警察

大队二中队副队长陈书明告诉记者，有一

次冯晖追捕一名飞车抢劫犯罪嫌疑人时，

前方道路被两辆并排而行的小车拦住，“飞

车抢劫定罪是要人赃并获，当时两辆小车

中间只有很窄的距离，为了抓住犯罪嫌疑

人，冯大队毫不犹豫地从两辆小车间的缝

隙中穿过去继续追捕。那么窄的距离，稍

有不慎就要出事。”提起当时的情景，陈书

明还有些后怕。

11 年来，冯晖带领飞鹰大队共破获各类

案件 10407 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19311

名。琼山的社会治安发生巨大转变，案件大

幅下降，特别是群众反映强烈的“两抢”案件

得到了有效遏制，由原来日均 20 多起下降到

现在日均 0.1 起，下降了 200 多倍，居民安全

感大大提升。

因为工作成绩突出，11 年来，冯晖曾有

数次调动到别的单位的机会，但他都拒绝
了 。“ 我 从 小 的 梦 想 就 是 当 警 察 ，惩 恶 扬
善，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来到

飞鹰大队后，我发现自己不仅可以实现梦

想，而且能够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淋漓尽

致。”冯晖告诉记者，群众认可就是我最大

动力。

“冯队是一个对队员非常有爱心的人，

他就像一个大家长，是大家的主心骨。”琼山

分局便衣警察大队副队长刘少营这样评价

冯晖。队员的家属没有工作，冯晖主动到用

人单位去沟通；队员的小孩上不了学，冯晖

主动去学校协调……“点点滴滴都体现着冯

大队对大家的关心。”刘少营说。

“外卖小哥”
变身反诈宣传员
“百万骑手千城亿户”全国反诈

宣传活动启动，海口分会场同步进行

本报讯（记者张英）7 月 10 日上午，在国务院打击电信网
络新型违法犯罪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指导下，“百万骑手千
城亿户”全国反诈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海口分会
场同步开展启动仪式。

据悉，针对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和互联网时
代群众工作的新特点，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
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采取警企合作新模式，与大型互
联网平台企业“美团点评集团”深入合作。此次“百万骑手千
城亿户”反诈宣传活动全国共有 11 个城市同步启动，主会场
设在北京，海口作为分会场也同步开展启动仪式。

上午 9 时 50 分，海南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
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海南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副总队
长张波宣布“百万骑手千城亿户”反诈使者宣传活动正式启
动，骑手在会场周边路段进行反诈宣传巡游，公安民警和美
团骑手向现场市民发放反诈宣传单。

“此次活动为期 3 个月，美团点评集团广大送餐骑手将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向用户线上展示反诈信息，线
下骑手通过外卖将反诈宣传品送到广大用户手中，将向群众
发放总计超过 100 万份的反诈宣传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防
骗意识和技能，有效遏制电信诈骗犯罪势态。”张波介绍。

2017 年省公安厅就与美团点评集团建立了战略合作关
系，并组织开展了多次反诈宣传活动，提升全省人民的防范
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和识骗能力。此次宣传活动启动仪式
上，还为获得“反诈使者”称号的美团外卖骑手颁授绶带，并
向获奖骑手发放反诈宣传品。

省司法厅召开“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专题学习会

加强廉政教育
绷紧纪律规矩之弦
本报讯（记者王慧 通讯员薛欧）7 月 9 日上午，省司法

厅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学习会，传达学习省长沈
晓明在省政府系统专题党课精神。

省司法厅党委书记李永利原汁原味传达了省长沈晓明
在省政府系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党课精神。他指
出，省长沈晓明“清正廉洁作表率”专题党课主题，是主题教
育的五个具体目标之一，重点是教育引导广大党员领导干部
保持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正确处理公私、义利、是非、
情法、亲清、俭奢、苦乐、得失八个关系，并就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提出要求；此次专题党课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
性和可操作性，为省司法厅系统在主题教育中进一步找准差
距和抓好整改落实指明了方向。

李永利强调，省司法厅系统各单位要加强廉政教育，特
别要抓紧组织党员干部赴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参观学
习，筑牢廉洁从政的政治根基；要加强学习，详细了解司法行
政系统易发的职务犯罪案件类型，绷紧纪律规矩之弦。

李永利要求，省司法厅系统党员干部特别是关键岗位的
关键人员要严格遵守党纪国法，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始
终保持清正廉洁；各单位各部门要加强制度建设，保证用制
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从制度上保证厅系统党风
廉政建设的深入开展。

深夜路遇受伤醉汉
帮其包扎守护送医

万宁三更罗派出所所长
倾心呵护群众安全获赞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
王雷）万宁市公安局三更罗派出所所长近
日在深夜办案返回派出所途中，发现一男
子醉倒路中央，为了防止该男子被车碾
压，在现场守护了一个多小肘。

6 月 25 日凌晨 3 时许，三更罗派出所
所长陈希军到万宁市公安局办完一贩毒
犯罪嫌疑人刑拘手续后，连夜返回派出
所，途经 304 省道牛营公路风门岭上坡路
段时，看到一男子横躺在公路中间。陈希
军立即停车上前查看，发现该男子满身酒
气，头上流着血，问他时他就胡言乱语。
陈希军意识到该男子已醉得不省人事，于
是将他移到路旁边，为他包扎头部，并欲
将他抱上车送回派出所，但他挣扎着死活
不肯上车。

为了安全起见，陈希军一边守护着
他，一边向万宁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汇报情

况，同时通过该男子手机信息联系他的关

系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忙碌，该男子的

家属终于来到了现场。原来该男子系万

宁市东澳镇新群村委会的刘某某。众人

将他抬上车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事后，有人问陈希军，事件发生地不

是三更罗派出所辖区，如果不管也不关他
的事。陈希军答道：“守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是警察的天职，如果我不那样
做，那我还配当警察吗！”

省检察院召开石秀莲先进事迹报告会，路志强要求全省检察干警学习石秀莲

对党忠诚敢于担当恪尽职守

“群众认可就是我最大动力”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冯晖带领“飞鹰”让海口琼山区社会

治安发生巨大转变
□本报记者肖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