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1月8日 星期五
编辑/林声蛟 校对/李扬 版式/王帅04 法治海南 FAZHISHIBAO

FZ 扫黑除恶海南在行动

FZ 坚决打赢全省禁毒
三年大会战

海口海甸街道办对精神药品等
开展检查

防止流入
不法制毒渠道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张振儒 王聘钊）为有效管
控制毒物品，防止易制毒化学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流入不
法制毒渠道，杜绝在辖区内发生制毒犯罪活动，确保基层街
道辖区社会治安形势和谐稳定。11 月 7 日，海口美兰区海甸
街道办开展易制毒化学品、麻醉药品、芬太尼等精神药品检
查。

本次检查，主要对海甸街道部分生产、经营、使用易制毒
化学品和芬太尼活性物质的单位进行实地检查。

检查组到海口市人民医院、白沙门社区卫生服务站、源
安隆药品超市等多家医院、卫生院、诊所、药店，进行易制毒
化学品与制毒设备检查。重点检查药店、诊所的营业执照、
卫生许可证、执业药师注册证等证照悬挂情况，查看非处方
药、处方药、精神类药品是否规范分区封闭成列、是否陈列、
销售被强制下架药品，询问负责人特殊药品开具售卖的管理
制度，并查看药品进出记录，要求责任方提供药品供货商资
质证明、药品进货单、药品出货单、药品出场地管理情况等材
料送至街道备案；检查医院、药房仓库是否对麻醉药品、精神
药品、芬太尼活性物质、易制毒化学品专库储存、专人专管，
实行双人双锁管理，特殊药品进出库管理记录、安装相应的
防火防盗设施，关键位置安装监控等管理设置情况。并和相
关责任单位签订责任书。

海口秀英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文
艺轻骑兵下乡巡演

现场群众踊跃参与
扫黑除恶知识问答
本报讯（记者黄赟 通讯员张李彬）11 月 7 日，海口市秀

英区委宣传部联合秀英区东山镇、区扫黑办、区秀英公安分
局在东山镇农贸市场开展 2019 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文艺轻
骑兵下乡巡演宣传活动，进一步加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社会
宣传发动，结合正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营
造良好的宣传氛围。

活动吸引众多百姓前来观看，现场热闹非凡，文艺节目
穿插了扫黑除恶知识问答，百姓踊跃参与抢答。活动现场，
还通过设立法律咨询台、为群众解答有关法律问题，同时发
放扫黑应知应会宣传手册、《扫黑除恶致市民一封信》等宣传
资料，让群众多方位、多角度了解扫黑除恶。

本次活动接待来访法律咨询群众 30 余名，发放有奖礼品
雨伞、肥皂盒、纸巾、笔等生活用品近 800 余份及发放扫黑除
恶袋子和宣传手册读本近 3000 余份。

东方新龙镇开展扫黑除恶宣传
教育活动

发放宣传资料赠品

共1300余份
本报讯（记者董林）11月6日，东方市新龙镇扫黑办联合镇

司法所、综治办、禁毒办，到新村、龙卧村、龙佑村农贸市场等人
流密集处，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活动，持续加强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宣传力度，扩大宣传覆盖面，营造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活动中现场，采取摆放“扫黑除恶”宣传展板，仿真毒品
样本，悬挂横幅，派发扫黑除恶和禁毒知识宣传资料，以及印
有扫黑除恶办举报电话的小扇子和手提袋，向过往群众宣传
扫黑除恶知识，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扫黑除恶斗争的积极性，
鼓励群众在发现黑恶势力时积极举报，形成“涉黑涉恶，人人
喊打”的良好局面。

本次活动共派发宣传资料 800 余张、宣传赠品 500 余份。

扫黑除恶专题琼剧《利剑出鞘》
走进东方四更村

以戏带教寓教于乐
普法宣传效果好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许雪梅）11 月 5 日晚，大型原
创现代扫黑除恶专题琼剧《利剑出鞘》走进东方市四更镇四
更村，让广大村民在欣赏琼剧的同时，感受到我省打击黑恶
势力犯罪的态度和决心。

据介绍，大型原创现代扫黑除恶专题琼剧《利剑出鞘》讲
述了在扫黑除恶一线工作的公安干警不畏恐吓，与黑恶势力
斗智斗勇，最终将黑恶势力团伙绳之以法的生动故事，歌颂
了人民政法公安队伍在扫黑除恶斗争中执法为民的英勇形
象。据了解，《利剑出鞘》意在通过以戏带教、寓教于乐的方
式配合各级党委政府开展普法宣传，不断带动村风、民风进
一步好转，为彻底铲除黑恶势力的滋生土壤营造良好的社会
舆论环境。

现场观看演出群众表示，收获不少，学习到了很多有关
扫黑除恶的知识，大大增强了与黑恶势力斗争的决心。

讨薪不成
将包工头捅死
一男子犯故意伤害罪被省

二中院一审判无期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罗凤灵 张德
雄）34 岁的贵州男子许某在儋州市某项目工
地做工，因重庆籍包工头周某拖欠其工钱，
许某多次讨要未果冲动之下持刀捅死周某。
近日，省二中院以故意伤害罪一审判处许某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判令其赔
偿被害人家属丧葬费、交通费等费用。

今年 3 月 22 日至 4 月 30 日，许某受雇于
包工头周某在儋州市某项目工地做架子工
33 天，案发前许某多次向周某讨要工钱，周
某均未理会。5 月 3 日 20 时许，许某在工地
生活区宿舍因讨要工钱，与周某发生争吵被
工友劝开。争吵后，许某感觉到周某在言语
上对其人格侮辱，于是到生活区附近的超市
购买一把水果刀后返回其宿舍。

当天 21 时许，许某携带水果刀在工地
宿舍再次向周某讨要工钱，双方走出宿舍
发生争吵的过程中，许某持刀向周某胸部
捅 刺 一 刀 后 逃 跑 。 周 某 受 伤 后 被 送 往 医
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当天 21 时 20 分许，
许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报警投案，并如实供
述了犯罪事实。

省二中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许某因为
讨要工钱与被害人周某发生争吵，持刀捅刺
周某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许某在案发后虽然逃离犯罪现场，但能够主
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
法可从轻处罚，遂作出上述判决。宣判后，
许某不服，提出上诉。

省二中院主审法官介绍，该案系一起劳
务纠纷引发的血案，因周某拖欠许某工钱，
许某在讨要工钱的过程中未能理智克制自己
的情绪，造成这一悲剧的发生，不仅将自己
推向犯罪的深渊，更毁了两个家庭。

春节将至，法官提醒广大农民工，如遇
到拖欠薪资问题时，应通过合法的途径讨
薪，如可向劳动监察部门寻求帮助。

本报讯（记者肖倩 通讯员范杰科）为进
一步规范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工作，依法维
护职工权益，11 月 7 日，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
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缴存
基数管理工作的公告，就职工住房公积金缴
存基数有关问题重申。

公告指出，严格落实职工住房公积金月
缴存基数按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
核准的规定，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按上一年
度工资总额进行平均计算，单位不得违规随
意降低职工缴存基数。单位核定的职工缴
存基数必须控制在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公
布的所在市县不低于上一年度最低工资标
准，不高于在岗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 3

倍的范围内。工资总额的构成以国家统计
局发布的《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统制

字[1990]1号文）的内容为准。
执行缴存基数每年“一核定、两调整、一

备案”制度。“一核定”是指每年缴存 1 月份的
住房公积金前，单位应按职工上一年度月平
均工资核定本年度缴存基数。本年度新进人
员按职工调入当月实际工资总额核定本年度
缴存基数，本年度新参加工作人员按参加工
作第二个月实际工资总额核定本年度缴存基
数。“两调整”是指每年缴存1月份的住房公积
金前，单位按职工新核定的缴存基数进行第
一次缴存基数调整，调整后的缴存基数作为
职工本年度的缴存基数进行缴存；每年 7 月

份，新的缴存基数上下限公布后，职工上一年
度月平均工资超出上一年度缴存基数上限
的，可在新上限范围内再进行第二次缴存基
数调整，未超出上一年度缴存基数上限的不
再调整。“一备案”是指每年缴存1月份的住房
公积金前，单位向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备案
本单位缴存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汇总数
据，相关工资数据的备案可通过网上服务大
厅或柜面办理。本年度新增缴存职工，在新
增时需备案职工当月应缴的实际工资数据。

公告要求，单位应认真履行告知义务，
通过内部公示、邮件等方式告知新一年度核
定的职工个人缴存基数，畅通职工核对及反
馈缴存基数问题渠道，避免应计入缴存基数

核定的工资项目构成出现少算或漏算公积
金而损害职工权益被投诉。单位通过住房
公积金网上服务大厅自行办理缴存基数调
整时，经办人员应仔细认真核对缴存基数，
因人为原因造成缴存基数填报或核定错误
的，超过规定的调整次数后，当年度内将不
再给予调整。

此外，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畅通与税务部门进行联网核查职工
工资薪金收入的渠道，对单位存在虚报职工
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或擅自降低职工缴存
基数标准，损害职工合法权利的违法行为，
接受职工投诉并进行追究，将单位视为不诚
信行为记录在案，适时开展联合惩戒。

误认沙堆“无主”
贩卖获利

2 男子涉嫌犯盗窃罪积极
退赃赔偿获谅解，洋浦检察院
决定不批捕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许光伟 通讯员鄢
月武）洋浦检察院近日对 2 名犯罪嫌疑人作
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据了解，王某系洋浦某公司土地巡查管理
员，其巡查管理区域内有堆沙子经通告长期无
人认领。羊某明跑工程、贩卖沙子等建材，其与
王某相识，得知王某处有“无主”沙子后，遂想贩
卖获利。王某见沙堆长期无人认领，为贪图小
便宜，应允羊某明拉走沙子贩卖。羊某明找到
需要沙子的符某寿。羊某林、符某寿组织多辆
卡车将沙子拉走，堆放至儋州东成镇某处。羊
某明因此获利2.7万余元，羊某林获利近万元。
为感谢王某的帮助，羊某明给王某好处费6000
元。经鉴定，涉案沙子价值9万余元。

被害人陈某妍发现沙子不见后报警，民
警通过运输沙子的卡车信息，找到了王某、
羊某明、羊某林等。羊某明、羊某林得知沙
子系有主物后，联系沙子主人赔礼道歉，并
退还赃款。羊某明还部分赔偿了被害人陈某
妍的损失，获得被害人谅解。

洋浦公安局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提请批
准逮捕后，洋浦检察院办案人员根据在案证
据材料形成的证据链，认定犯罪嫌疑人王
某、羊某明的犯罪行为已构成盗窃罪，但鉴
于犯罪嫌疑人王某、羊某明已退还全部赃
款，已部分赔偿被害人陈某妍损失，被害人
已谅解，且犯罪嫌疑人王某、羊某明系初犯、
偶犯，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悔罪，
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性，无社会危险性，
洋浦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王某、羊某明作出
不批准逮捕决定。同时引导公安机关进行下
一步的侦查取证。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当中。

万宁一村医投诉称不给镇卫生院领导送钱就“卡”卫生室校验审批

乡村卫生室校验要12万元？
□本报记者肖倩 吕书圣

黄海涛与林东的聊天记录黄海涛与林东的聊天记录 记者吕书圣 摄

朱月霞展示校验表朱月霞展示校验表 记者吕书圣 摄

万宁市东澳镇一乡村医生近日向法制
时报记者反映，称东澳镇中心卫生院有关
人员“常年吃、拿、卡、要”，今年更以办理校
验为由索要 12 万元，因 10 万元没兑现，他
的卫生室校验审核意见被卫生院领导由

“通过”改为“不通过”。
国家 5 部门印发的《村卫生室管理办

法》要求，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组织或委
托乡镇卫生院对村卫生室实行定期绩效考
核。为此，东澳镇所有的乡村卫生室医疗
执业许可证校验由东澳镇中心卫生院提出
审核意见，提交万宁市卫健委核批。举报
人称，近日东澳镇中心卫生院利用中间的
审核权，“卡”住了今年的校验。

反映称“领导”拿走2万元

黄海涛是明灯村第二卫生室村医。
10 月 22 日，记者在东澳镇明灯村见到

黄海涛的母亲朱月霞。她说，东澳镇中心
卫生院领导以审批、检查等为由，多次要求
她当村医的儿子黄海涛送礼、买单，近日黄

海涛没有按照要求送钱，竟将黄海涛所负

责的明灯村第二卫生室校检审核意见由

“通过”改为“不通过”。

在黄海涛的明灯村第二卫生室村医，

记者看见卫生室前停满了汽车，来看病的

人在院子里排队等待。

“他们两个人开小车过来，我不知道叫

什么名字，但我知道他们是东澳镇中心卫

生院的，从我儿子手上拿走了 2 万元。”虽然

距离卫生院工作人员收钱过去了几个月，

但朱月霞仍记得当时的情景，“当时在我家

院子里的树底下，年纪大一点的那个人接

的钱。这个人我现在能认出来。”

“今年年初的一天，几个电话催黄医生

出去。”黄海涛的发小肖先生向记者讲述了

黄海涛被东澳镇中心卫生院院长林振海叫

去买单的事。

“黄医生叫我陪他出去，他在车上接到

电话时，我听到对方催促‘怎么还没来？等

你买单，不来不行’！”肖先生告诉记者，他们

急忙赶到神州半岛一家海鲜渔排，两桌人已

经用完餐，黄海涛从家里带来两条软中华香

烟，一条给了林振海，另一条分给在座的人，

而肖先生则去结账，两桌共花6300多元。“这

是我第二次陪黄医生去为院领导吃饭结账，

第一次在万城付了 1000 多块。这么明目张

胆的，真不多见了！”肖先生说。

因拒绝“表示”校验不通过

黄海涛通过成人高考取得了大专学历，

参加了万宁市卫校专业培训且考试合格，在

长沙医学院学习了中医学，2017 年获得乡村

医生执业证书、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记者了解到，2017 年 8 月，省卫健委主

任韩英伟专程看望自学成才的黄海涛，勉

励他要潜心钻研中医知识。

黄海涛说，从 2017 年上岗以来，他未领

到政府工资、补贴，也没有政府配备的医疗

设备。卫生室建设也有国家补贴，他的卫

生室建到一半被人破坏，卫生院未能处理

解决，他只能在家里行医。

黄海涛向记者证实了母亲朱月霞和肖

先生的说法，过年过节送烟酒是不能怠慢

的。黄海涛说，从 2017 年他办卫生室，林振

海不仅要求送礼，2018 年林振海请客经常通

知他去酒店买单。今年 6 月 17 日前一个晚

上，卫生院的卫生协管员林东约他去万城镇

世纪商务酒店喝茶，在那里林振海对他说

“官大不如现管。以后林东就能代表我，逢

年过节你要会做人。你不配合我们，你叫谁

来说情，你的年检（校验）都不会通过的”。

6 月 17 日下午，林东、卫生院医师卓怀

波来到黄海涛的家拿走 2 万元。黄海涛说，

后来林东又让黄海涛送 10 万元“表示”，校

验才能通过。黄海涛未搭理他们。

黄海涛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每年需

要校验。在东澳中心卫生院给黄海涛“校
验结论登记事项表”上，记者看到在“卫生
监督所意见”一栏写有“根据现场审核，该
卫生室基本不符合要求，拟不同意校验。”
经办人为杨宇新和施良波，其中两个“不”
字均为后来添加。可以看出，原先是“基本
符合要求，拟同意校验”，更改后变为“基本
不符合要求，拟不同意校验”。

院长称不配合工作不通过

黄海涛没有“表示”10 万元，奇怪的事
一个又一个来了。

黄海涛说，10 月 14 日，一乡村医生将黄
海涛拉进了东澳镇乡村医生交流群“公卫与
乡医群”，林振海立即让该群管理员将其踢
出。

10 月 18 日，卫生院工作人员告知黄海

涛校验没有通过。黄海涛在微信上问林

东：“钱也给了，工作也做了，为何审核不通

过？”林东则回复：“好兄弟，谁说你的验证

不通过？你现在见我，带你办好。”黄海涛

说，卫生院要求做的工作都做了，2 万元也

给了，竟然还在“卡”，很生气。

林振海针对记者反映的情况予以否

认，“我很少给他打电话，更没有叫他来给

我买过单，他多次打电话要请我吃饭都被

我拒绝了。卫生院工作人员让他过来开

会，他不来，平时也不服从管理，有些地方

需要整改。”踢黄海涛出群，林振海解释是

黄平时不积极参与公共卫生、扶贫工作。

林振海告诉记者，他从未说过“林东就

能代表我”的话，也未指示林东收钱。记者

向林东了解索取黄海涛 12 万元的情况，林

东以不在家、老婆生病为由挂断电话。

分管乡村卫生室的副院长杨宇新告诉

记者，黄海涛的校验意见的两个“不”字是

他加的，一是黄不配合院里公共卫生和扶

贫工作，另外学历“不是全日制的”。当记

者要求杨宇新出示这方面依据时，林振海、

杨宇新翻遍卫生院文件也没找到依据。杨

宇新和林振海又改口称，不是卫生院不通

过校验，而是万宁卫健委没有通过。

黄海涛的校验表上经办人的签名是杨

宇新、公卫人员施良波，记者发现这张校验

表很奇怪：一是写了“不符合要求”却没有

写具体问题，上面有印好的校验暂缓原因 7

项，并没有标注黄海涛不符合其中的哪一
项；二是杨宇新、施良波代表卫生院经办的
意见却写在“卫生监督所意见”里；三是没
有校验日期，也没卫生院公章。

因为记者的采访，10 月 23 日早上，林振
海派人火速赶到黄海涛的卫生室突击检
查。黄海涛告诉记者，卫生院开出的《卫生

行政执法文书》上，没有卫生行政机关名称

和公章，“现场检查笔录”显示5项不合格，手

写的检查机关是万宁卫健委，无公章，只有

杨宇新、施良波在卫生监督协管员栏上签

名。黄海涛拒绝在文书上签名。25 日，卫生

院让一村医把《卫生行政执法文书》“现场检

查笔录”交给黄海涛。记者发现这份检查笔

录与 23 日检查笔录不同，检查的 4 项全合

格，检查时间却变成 9 月 10 日，盖了卫生院

章。那么 23 日检查的项目为什么都有问题

呢？

黄海涛说，所反映的一切真实，希望纪

检监察部门来调查。

省卫健委回应：
没有“全日制学历”规定

万宁市卫健委医政医管组工作人员周

燕芳表示，省卫健委下发的做好 2019 年医

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中，依据国家
《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规定（2014 版）》规
定，校验增加了全日制学历的要求。黄海
涛是万宁市知名度较高的中医，但不是全
日制的学历。

记者在周燕芳提到的文件里查到对报
考医师资格的要求，没有对取得执业资格证
进行校验和换发证的要求。《乡村医生从业
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村卫生室
管理办法（试行）》《医疗机构基本标准》对
于校验和考核工作均没有对村医学历做出
要求。海南省卫健委宣传处处长陈建洪告
诉记者，村卫生室的校验工作是严格按照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所规定标准进行的，没
有要求有“全日制学历”这一条。如果按照

“全日制学历”这个标准校验，全省能达到这
个标准的村卫生室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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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Z 记者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