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32名渔民被安全转移上船名渔民被安全转移上船

本报讯（记者王慧 连蒙）7 月 11 日上午 6
时左右，一艘载有 32 人的海南琼海籍渔船在
南沙海域返航途中因风浪大遇险沉没，事故
发生后，各方迅速行动展开救援，记者从海
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目前 32 名船员全部
获救。

11日上午10时20分，越南广义96169渔船
在距离三沙永兴岛以南 210 海里的南沙海域
救起32名中国渔民，中远海运集团所属“远洋
湖”号商船接到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指令后，到
达事发海域并与越南渔船取得联系，接驳转
移 32 名渔民到“远洋湖”号商船上，并核实其
他人员。中国海军飞机现场指挥搜救。

13 时 30 分从“远洋湖”号商船传回的信
息称，越南渔船已向“远洋湖”号商船移交 32
人。至此，32 名船员全部获救。

据介绍，“琼琼海渔 01039”号船载有 32
名船员。事故发生后，海南省委、省政府主
要领导高度重视，要求全力协调各方力量以
最快速度、最有效措施进行施救，建立责任

制并做好善后工作，尽最大努力力保渔民人
身安全。

地方、军方、国际救援力量开展了联合救
援。南海救助局所属“南海救116”轮从永兴岛
出发赶赴救援现场；三沙市海事局发布航行
警告，要求过往商船参与救助；在南海航行的
中远海运集团所属商船“远洋湖”和“西湖”
分别从 40 海里和 80 海里处赶赴现场；琼海市
海洋执法大队岸台通过北斗监控平台向附近
的“琼儋渔 11988 号”渔船发布信息，请求参
与救援；当地驻军也派出军舰和飞机前往救
助；中国海洋搜救中心、南海救助广东搜救中
心分别发出过往船只参救信息；来自香港的
一架固定翼救援飞机也赶往现场参与营救。

据悉，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专业救助
船“南海救 116”轮前往接驳遇险渔民，其他所
有飞机、船舶均已通知返航。救助船和中远
商船已于11日19时20分开始接驳，20时前完
成换船后直接返三亚救助基地码头，预计航
行时间需20多小时。

一琼海籍渔船在南沙海域沉没，各方迅速展开救援

32名船员全部获救 今日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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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公布禁止和严控露天烧烤区域

违反“禁令”露天烧烤
将受处罚

（详见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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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肖瀚）7 月 11 日上午，省
委政法委机关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专题辅导讲座，省委政法委副秘
书长李向明出席专题辅导讲座，委机关领
导班子、各处室负责人及党员干部参加辅
导讲座。专题辅导讲座由省委政法委副秘
书长庄才德主持，邀请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副院长朱绵茂教授主讲。

辅导讲座上，朱绵茂教授以《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与政法人的使命担当》为题，从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背景、主要内容、海
南政法人使命与担当三个方面作了精彩的
辅导讲座，让委机关党员干部深刻地理解
了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拓宽了党员
干部的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和国际视野，更

加明确了海南政法人的使命与担当，为委
机关下一步更加扎实有效地开展好主题教
育，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提供
了指导和帮助。

就进一步抓好委机关主题教育，会议
要求，委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用
心领悟，准确把握，做到学思践悟、知行合
一，切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在推进当前各项

工作中。要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各党支部
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精心组织，率先垂
范，带头落实主题教育各项任务，不折不扣
做好规定工作，迅速掀起主题教育热潮。
要紧密结合政法工作实际，在学以致用中
抓落实，不断推动政法领域制度创新等重
点工作，更好地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本报讯（记者肖瀚）7 月 11 日下午，省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星泰为省直政法机
关党员干部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以深入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坚定信心、
勇往直前，开拓创新、锐意进取，不断开创
新时代政法工作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党课中，刘星泰以《新时代海南政法工
作的初心和使命》为主题，结合海南政法工
作实际从“新时代海南政法工作的初心和
使命”“面对新的使命任务，当前政法工作
面临的差距和问题”“打造新时代政法铁
军，扛起新的使命任务”三个方面深入阐释
了政法工作的重点问题。他指出，新时代
政法工作初心，就是要为人民谋幸福，不断
提升海南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新时代海南政法工作的使命，就是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政
法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履行好维护国家
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任务，努
力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创造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

社会环境、公正的法治环境和优质的服务
环境。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书记刘赐贵讲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

精神，认真检讨反省政法系统存在的突出
问题，结合主题教育抓好整改，确保主题教
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就加强新时代政法队伍建设，刘星泰
强调，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严守职业操守，不断
加强警示教育，确保理想信念坚定。要坚
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做到突出“一
个最高原则”、突出“两个坚决维护”、突出

“三个绝对标准”，确保政法队伍对党的绝
对忠诚。要整肃法纪，建立纪律作风巡查
和执法司法监督检查机制，建立节假日常
态化提醒通报机制，完善执法司法权力运
作制约机制，从源头上防控腐败问题。要
坚持扫黑除恶与“打伞破网”同步推进，深
挖彻查涉黑涉恶“保护伞”，坚决清除害群
之马，确保纪律作风过硬。要不断加强能
力建设，进一步提高改革创新能力、执法司
法能力、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防范风险的
能力、服务群众的能力、抓落实能力。要切
实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禁毒三年大会
战收官之战和建国 70 周年安保维稳等重点
工作，推动全省政法工作再上新台阶。

省高院院长陈凤超主持会议，省检察
院检察长路志强、省委主题教育第一巡回
指导组组长梁学伟出席会议，省委政法委、
省直政法机关各处室负责人、各市县政法
委书记，参加会议。

省直政法机关省直政法机关““不忘初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现场主题教育专题党课现场 记者符传问 摄

海南政法系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FZ

本报讯（记者陈超超 通讯员邓红壮）6
月 5 日至 7 月 9 日，海口海关通过垃圾焚烧发
电方式分批次对走私冻品进行无害化销毁
处置，共销毁走私冻牛肉、冻牛杂、冻羊肚等
377.58 吨。

据了解，海口海关与中电国际新能源海
南有限公司合作，将走私冻品作为生物质燃

料，采取绿色、环保的方式对其进行无害化销
毁和能源再生利用，焚烧销毁走私冻品后将
作为相应热能转化为电能使用，变废为“宝”。

据悉，冻品走私不仅扰乱正常进出口秩
序，对国内畜牧养殖业造成冲击，更具有极
大的社会危害性。有些走私冻品来自国外
疫区，未经检验检疫和除害处理，可能携带

口蹄疫、疫牛病等重大传染病，一旦流入国
内市场将给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和身
体健康及畜牧业带来危害。为此，近年来，
海口海关深入开展“国门利剑”联合专项行
动，严厉打击冻品等农产品走私，斩断“购、
运、储、销”走私链条，坚决把走私冻品拒于
国门之外，有力维护国门安全。

三亚城郊法院“微立案”系统上线运行

当事人可通过微信
了解办案情况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麦文耀 通讯员张清 陈子丹）7 月
11 日，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上线运行
网上“微立案”系统，全面实现法院立案与信息化建设的深度
融合。

发布会上，三亚城郊法院院长助理及立案庭、审管办负
责人分别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微立案”系统的建设背景、相关
情况和工作流程规定。技术人员则现场演示了微立案系统，
对其功能、页面、操作等内容进行了细致的介绍。

据了解，“微立案”系统主要为案件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
提供诉讼指南、掌上立案、应诉查询、网上缴费、证据查看、阅
卷申请、流程查询七大服务功能。系统依托微信小程序平
台，无需下载、安装或者关注，操作过程简易、方便、快捷，完
全不受时间、地域限制。此外，该系统还通过“人脸识别+身
份证号码”，比对核实申请人信息，为案件全流程提供安全可
控的诉讼服务保障，有效杜绝了虚假诉讼。同时，该系统还
能实现与法院审判管理系统的无缝对接，案件当事人及诉讼
代理人足不出户即可 24 小时迅速了解案件情况，减轻当事
人诉累，切实提高办案质效。

据介绍，“微立案”系统的上线，拓宽了立案渠道，为当事
人和诉讼代理人提供了更加高效便捷的诉讼服务，是对传统
立案方式的创新发展，是“互联网+诉讼服务”的高度融合，
是司法为民便民利民的充分体现。

万宁警方抓获非法持枪案最后
1名嫌疑人

5嫌犯全部落网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王雷 周锦畅）7 月 5

日、9 日，本报连续追踪报道万宁市“7·4”非法持有枪支案破
案进展，7 月 10 日，记者了解到，万宁警方当日在万宁礼纪镇
将涉枪案 1 名在逃人员抓获归案。至此，该案 5 名犯罪嫌疑
人已全部落网。

7 月 4 日凌晨 3 时 30 分许，万宁便衣民警在兴隆巡逻时
发现 4 人驾乘一辆摩托车，手上拿着砍刀，便衣队员上前进
行围捕时，其中 1 名嫌疑人用枪指着队员，随即 4 人弃车逃
跑。队员们经搜捕将嫌疑人郭某裕抓获。此外，经万宁警方
敦促动员，另外 3 名嫌疑人王某正、李某峰、李某祥相继到派
出所投案自首，并被刑事拘留。

据嫌疑人郭某裕、王某正、李某峰、李某祥交代，7 月 4 日
凌晨，嫌疑人李某峰称其老板出事，纠集郭某裕、王某正、李
某祥 3 人到万宁市长丰镇东和居委会农八队清水村路口处，
等待李某峰的老板电话通知去打架。

经万宁警方侦查，李某峰所称的老板叫黎某斌，绰号“炒
冰”，男，17 岁，万宁市长丰镇山架村委会椰子园村人。为尽
快将黎某斌抓捕归案，万宁市公安局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查
清黎某斌的活动轨迹。7 月 10 日 15 时 30 分许，东和派出所
民警在万宁市公安局技网大队配合下，在万宁市礼纪镇某水
吧里将犯罪嫌疑人黎某斌抓获。

目前，嫌疑人黎某斌已被刑事拘留。利用职务便利
受贿37万元
保亭司法局原局长王志

忠当庭认罪

本 报 讯（记 者 麦 文 耀 通 讯 员 王 宜
永）7 月 11 日，由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
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王志忠涉嫌受贿罪
一案在保亭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保
亭县检察院检察长许俊以国家公诉人身
份出庭支持公诉，保亭县法院院长马轶人
担任审判长。全县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等
领导干部百余人现场旁听观看庭审，接受
党风廉政警示教育。

庭审现场，许俊宣读起诉书指控被告
人王志忠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曾作
为保亭县发展与改革局局长、保亭县司法
局局长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
计 37 万元。在确实充分的证据面前，被
告人王志忠当庭认罪，案件将择期宣判。

全县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等领导干部
通过观看此次庭审，接受党风廉政警示教
育，常鸣拒腐防变警钟。

同时，庭审结束后，保亭检察院还对
此次庭审活动开展检委会评议活动，检委
会委员现场对庭审活动进行打分。

刘星泰为省直政法机关党员干部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

深入开展主题教育
打造新时代政法铁军

省委政法委机关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辅导讲座

更加明确政法人使命担当

海口海关通过垃圾焚烧发电方式变废为“宝”

销毁377.58吨走私冻品

新闻追踪FZ

（详见2版）

五指山法院召开全院干警大会要求
以“黄花梨”事件为鉴

深刻吸取教训 自查自警自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