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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抽检6类299批次
食品发现9批次不合格

依法查处不合格食用农产品

（详见5版）

东方多部门联动强力推进“两违”整治

再拆9栋违建约5623平方米

今日导读

（详见4版）

我省进一步规范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管理

单位损害职工合法权利
将被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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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政法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FZ

警方凌晨出击抓获涉嫌电信诈骗嫌疑人警方凌晨出击抓获涉嫌电信诈骗嫌疑人

万宁市公安局原副政委刘某平出庭受审万宁市公安局原副政委刘某平出庭受审

本报讯（记者王慧 通讯员薛欧）11 月
7 日上午，省司法厅党委书记李永利主持召
开厅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传
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并就学
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作部署。省司法厅党
委副书记、厅长郑学海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央

《决定》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以及省委
书记刘赐贵在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件。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十九届四

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深刻认识
贯 彻 落 实 全 会 精 神 对 推 进 海 南 自 贸 区
（港）建设、司法行政事业创新发展的重要
作用，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题、
办事情，紧密结合海南自贸区（港）建设实
践，把全面深化我省司法行政改革与中央
和省委的决策部署对接好，不断把制度创
新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推进我省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司法行政智慧
和力量。

会议强调，全系统各级党组织要把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
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要迅速掀起学习宣
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热潮。要通
过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研讨、党支部“三会
一课”集中学习、专题轮训、“省司法厅自贸
区大讲堂”专题报告等多种形式，学深学透
全会精神，掌握《决定》的核心要义。同时，
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视以及微信公众
号、政务微博、门户网站、LED 屏、宣传橱窗
等载体开展宣传，营造氛围。要全面履行
职责使命，对标对表抓好《决定》的贯彻落

实。要着力在“六个聚焦”上下功夫：聚焦
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自身建设、制度执行。要做到“六个结合”：
与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宣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
法工作条例》结合起来；与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宣传教育结合起来；与正在开展的
队伍纪律作风专项整治结合起来。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麦文耀 通讯员
李汇）11 月 7 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委政法委
召开委机关专题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

会议原原本本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
和省委书记刘赐贵在三亚宣讲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会议指出，全体领导、干部
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将全会精神贯彻落
实到具体工作中去。

陵水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纳军
强调，全体党员干部要不断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充分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学习深化
对全会精神的理解和把握，抓好成果转化

运用切实增强为民服务的本领和能力，进
一步巩固并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
作用，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为推进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蒙职宇 通讯员林芳龙）
11 月 6 日下午，屯昌县委政法委召开全体
干部大会，原原本本学习《中国共产党第
十 九 届 中 央 委 员 会 第 四 次 全 体 会 议 公
报》，强调要准确把握全会的精神实质，把
全会精神落到实处，切实担负起新时代政

法工作使命任务。
会议要求，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政

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切实把党的领导贯彻
落实到社会治理工作和政法工作全过程
各方面；要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活动，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实质、准确把握核心要义，做到学
深悟透、学懂弄通，切实用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
紧密结合当前重点工作，牢固树立总体国
家安全观，全面落实风险隐患排查预警、
源头稳控和依法处置等措施，着力推进政

法智能化建设，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确保全年目
标任务顺利完成；要着力坚持完善政法队
伍管理制度，提升政法队伍建设现代化水
平，为加快建设“绿色生态、富足共享新屯
昌”贡献政法力量。

陵水县委政法委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求

抓好成果转化运用 增强为民服务本领

省司法厅党委理论中心组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求

把制度创新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屯昌县委政法委全体干部大会要求

完善管理制度推进政法智能化建设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马宏新 许光伟）
11 月 7 日凌晨，儋州市公安局组织警力开展
集中抓捕统一行动，180 名警力奔赴那大、木
棠、中和、西培、白马井等地，随着指挥部一
声令下，各抓捕组同时出击展开抓捕行动。
截至 7 日上午 10 时，“蓝天四号行动”共抓获
涉嫌电信诈骗嫌疑人 67 名，打掉团伙 6 个，摧
毁窝点 5 个，缴获作案手机 90 余部、银行卡
70 余张、赃款 1.6 万余元、笔记本电脑 4 台等
作案工具及赃物一批。

据介绍，今年以来，儋州市以严打高压态
势，持续开展对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蓝天
行动”系列专项打击和治理，取得了显著成
效。但近期，电信诈骗犯罪在个别乡镇农村
地区仍然时有发生，为坚决遏制这类案件发
案势头，儋州市公安局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
一部署，根据前期掌握的情况，决定发起“蓝
天四号”集中收网行动。此次集中收网行动
取得预期效果。

本报讯（记者杨晓晖 通讯员谭碧莹）11
月 7 日，万宁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万
宁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政委刘某平涉嫌
玩忽职守、受贿一案。

公诉机关指控，2014 年至 2017 年间，时
任万宁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政委的犯罪嫌
疑人刘某平分管户政及治安等工作，但刘某
平在分管户政工作过程中不认真履行职责，
致使外省户口违规落户万宁并造成恶劣的
社会影响；在分管治安工作过程中，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共计 212.5 万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刘某平违反规定
长期将个人数字身份证书交由他人保管、使

用，并上报虚假调查结论，导致 38 名违规落
户万宁市的“高考移民”顺利参加 2017 年海
南省高考，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在分
管治安大队和经侦大队期间，利用职务便
利，非法收受翁某某、林某某、刘某某等 9 人
共计 212.5 万元，其上述行为已触犯《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应当以玩忽职守罪和受贿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
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
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本案将择期
宣判。

三亚海警局查处我省首起海域
使用违法案件

违法用海企业被责令
退还非法占用海域
本报讯（记者和婷婷 通讯员蔡雁鹏 郭超）11 月 4 日，

海南三亚海警局对三亚西岛海洋文化旅游区项目违法使用
海域一案作出“责令限期改正，责令退还非法占用海域，恢复
海域原状，罚款 10.38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这是海南海警
局履行全国人大常委会赋予 7 项执法职责以来，查处的首起
海域使用违法案件。

9 月 10 日，三亚海警局在三亚西瑁洲岛附近海域执行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海洋环境保护专项执法巡查任务时，
发现三亚某公司在西岛海洋文化旅游区冬季码头、夏季码
头、娱乐码头等项目建设过程中，涉嫌在三亚珊瑚礁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范围内违法用海，擅自改变海域用
途。经会同建设单位代表及第三方测量单位对涉案违法用
海的面积进行测量，发现擅自改变海域用途建设透水构筑
物 2359 平方米，未经批准非法占用海域建设透水构筑物
245 平方米。

三亚海警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规
定，对三亚某公司擅自改变海域用途的违法行为责令限期
改正，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海域，恢复海域原状，并罚款
10.38 万元。

发放高利贷暴力讨债
一恶势力犯罪集团被儋州检察

院提起公诉

本报讯（记者曹飏）11 月 7 日，省检察院发布消息称，近
日，何某吉等人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聚众斗殴罪一
案，由儋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儋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何某吉等
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何某吉等人，听取
了何某吉委托的辩护人及何某毫等人值班律师的意见。

儋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2016 年至 2018 年间，被
告人何某吉拉拢被告人何某毫、蒲某基、郭某科等人先后在
海口、儋州、琼海 3 地成立经营网点，违法向社会发放高利贷
款，并采取聚众滋扰哄闹、贴报喷字、威胁恐吓等软暴力手段
或非法拘禁、殴打等违法犯罪手段讨要不受法律保护的高额
利息，攫取非法利益，形成以何某吉为首要分子，何某毫、蒲
某基、郭某科为骨干成员，徐某惜、林某光、何某兴、吴某必、
王某东等人为一般团伙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2016 年以
来，该团伙在何某吉的组织指挥和何某毫、蒲某基、郭某科的
具体带领下，在儋州、海口、琼海等地共同实施寻衅滋事、非
法拘禁等违法犯罪行为，个别团伙成员单独参与聚众斗殴、
寻衅滋事犯罪行为，严重扰乱了当地的经济发展、社会生活
秩序。应当以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追究何某吉等 8 人的
刑事责任，以聚众斗殴罪追究徐某惜的刑事责任。目前，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以恋爱交友为饵
诱骗男性投注
106 人涉嫌诈骗罪被海

口龙华检察院批捕

本报讯（记者曹飏）11 月 7 日，省检察
院发布消息称，近日，海口市龙华区人民
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以涉嫌诈骗罪对
犯罪嫌疑人黄某清、黄某彬等 106 人批准
逮捕。

经查，2017 年 3 月开始，犯罪嫌疑人
黄某清、黄某彬等人以福州耀发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开发、制作、推广“宾利国际”“太
阳城”“金皇娱乐城”“澳门凯旋门”等赛车
类、跑马类 APP，制作了“飞度”“优博”“帝
豪”“九龙仓”“金猫在线”“众盈”等彩票、
赛车类的赌博网站，并收取网站制作费和
服务器维护费。同时设立多个窝点诱骗，
通过微信、陌陌、美丽约等交友、婚恋平
台，选择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男性作为诈骗
对象，以谈恋爱、交朋友，甚至结婚为诱
饵，让客户充值到“太阳城”等游戏平台进
行投注，并利用网站后台可操控性的功
能，对玩家的投注金额进行“吃大赔小”或
者清除数据处理，达到诈骗目的。

儋州警方发起集中抓捕行动，180名警力奔赴各乡镇

凌晨出击擒获67名电诈嫌疑人

万宁市公安局原副政委刘某平涉嫌玩忽职守、受贿受审

玩忽职守致“高考移民”违规落户

（详见3版）

琼中法院成功调解一起人身意外损
害赔偿纠纷

受害人家属当场获8.8万元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