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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连蒙 陈太东）“我知道
贩卖私彩是不对的，一时被赚钱迷了心
窍，以后一定好好改过。”1 月 11 日晚，在
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安局抱由派出所，刚被
抓获的涉嫌贩卖私彩的女子洪某流下了
悔恨的泪水。

自“清风一号”打击私彩违法犯罪专
项行动开展以来，抱由派出所打出“严打”

“严防”组合拳，最大限度挤压“私彩”违法
犯 罪 活 动 空 间 ，共 查 处 销 售 私 彩 案 件 8
宗、查获违法人员 8 人、刑事拘留 1 人、行
政拘留 7 人。

蹲守10余天
当场抓获一涉嫌贩卖私彩女子

据介绍，私彩是指私人坐庄，由个人或
组织发行的，以诈取钱财为目的的非法彩

票。为严厉打击私彩违法犯罪活动，净化

社会环境，乐东县公安局根据省公安厅的

统一部署，从 2019 年 12 月 12 日起在全县范

围内开展代号为“清风一号”的打击私彩违

法犯罪专项行动。

“别动，警察！”1 月 11 日 16 时许，在乐

东县抱由镇振华路某烟酒商行，放松警惕

的涉嫌贩卖私彩女子当场被民警控制，被

抓时她还未来得及隐藏和销毁证据。被传

唤到派出所时，面对完整的证据链，她如实

供述了自己贩卖私彩的事实。

据办案民警陈大臣介绍，为了抓获该

女子，派出所民警下了一番苦功夫。由于

宣传力度增加，辖区群众知道贩卖私彩是

犯法的，但由于有利可图，还是有人抱着侥

幸心理顶风作案。虽然嫌疑人不敢明目张

胆作案，但是作案手法逐渐多样化，还增强

了警惕性和反侦查意识，为民警办案带来

一定的难度。

民警从日常巡逻中获悉线索后便立即

介入，经过 10 余天的蹲守摸清了该女子的
作案时间，抓准时机一举将其拿下。

“经过警方严厉打击，辖区贩卖私彩
的情况越来越少，但是违法人员绞尽脑汁
躲着民警走，他们由城市向农村转移，从

大街往小巷转移。”陈大臣说，不管违法犯
罪人员躲到哪个犄角旮旯，警方都不会放
过他们。

私彩贩卖点藏身地下车库
民警巧周旋查处

陈大臣说：“目前，想立即抓获卖私彩
人员的难度非常大，他们不仅反侦查意识
强，而且卖私彩的地点也越发隐蔽。”

当天 19 时许，在抱由镇迎新小区 2 栋
楼停车场入口处，灯光微弱，女子陈某鬼鬼
祟祟地环视四周后拉起一盏电灯照明，便
将一个小卖私彩摊子支了起来，其还时不
时环顾是否有生面孔出现。然而，这一切
尽在警方的掌控之中，埋伏在停车场的便
衣民警趁着陈某无心顾及身后之机迅速将
其控制。陈某来不及销毁证据，便束手就
擒，警方现场缴获一台电脑、一部小票打印
机、一部手机和现金 200 元。

“这个贩卖私彩点从居民报警开始，我
们已经盯了一个星期。据了解，这个贩卖
私彩点在这里存在将近一年，期间一直在
和警方躲猫猫。”陈大臣介绍，陈某（今年
25 岁）家在乐东乡村，来乐东县城投靠亲
戚，由于没有什么文化又不想做太苦太累
的事情，便贩卖私彩。陈某的作案地点十
分隐蔽，又有亲戚帮忙打马虎眼，很难被人

发现，交易时也尽量使用微信，一旦有异常
情况便立即清空网站和交易记录。

目前，警方查获陈某贩卖私彩交易金
额达 58000 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陈某已涉嫌非法经

营罪，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办

理中。

“严打”“严防”不留死角

“打击私彩需要出一套组合拳，不仅要

严打，还要严防。”抱由派出所副所长代林

林介绍，为肃清讲授销售“彩经”“私彩”活

动，抱由派出所日防夜防，不给宣传和防控

留任何死角，不定时段不定地点对辖区公

园、广场、大街小巷、农贸市场、居民区、茶

艺馆、老爸茶店等场所进行全面排查整治。

当天 21 时许，代林林带领 10 名民警

突击检查了迎宾南路各家商铺。警灯闪

烁，民警们步伐飞快地穿梭在大街小巷，

有可疑情况立即前往查看，无可疑情况便

积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让法治理念深入

群众心中。

据代林林介绍，抱由派出所将联合城
管、文体、市场监督管理等相关职能部门建
立健全长效管理工作机制，推进打击整治

“私彩”赌博活动常态化、制度化，最大限度
挤压“私彩”违法犯罪活动空间。

琼中法治禁毒流动课堂进学校

律师以案说法

肇事致人死亡后逃逸
海口交警迅速侦查锁定目标，

肇事司机迫于压力投案

本报讯（记者肖瀚 见习记者李成沿 通讯员陈世清
李盛兰）1 月 8 日 22 时许，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海南鹿场门口
发生一起二轮摩托车被撞的交通事故，造成二轮摩托车驾驶
人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肇事司机驾车离开事故现场。海
口交警迅速成立专案组，立即展开侦查行动，于 1 月 11 日成
功侦破该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

据悉，事发当晚，专案组民警经过现场勘查取证、走访调
查，初步确定了肇事车型以及逃逸路线等线索。1 月 9 日，专
案组民警重返现场进行复勘，通过多次走访调查，成功锁定
肇事车辆及司机。经多次联系车辆所有人督促肇事司机投
案。迫于压力，肇事司机苏某才（云南人）于当日向警方投案
自首。

经讯问，肇事司机苏某才对其于 1 月 8 日驾驶三轮车发
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后逃逸的事实供认不讳。1 月 11 日，根
据苏某才交代指认，专案组成功查获肇事车辆。至此，案件
成功告破。目前，该起事故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机动车停放3年无人管
12345 海口智慧联动平台接到

投诉联动有关部门拖走车辆

本 报 讯（记 者 肖 倩 通 讯 员 叶 素 苗）近日，12345 海口
市民服务智慧联动平台联动有关部门处理一起拖移僵尸
车办件。

1 月 10 日，有市民向 12345 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反映，称龙
华区海韵路宝岛花园小区旁边海韵一横路农贸市场边上有
一辆外地牌号机动车停放了 3 年，车上油箱盖已经掀开，需
要交警进行处理。接到投诉后，12345 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前
台热线员第一时间派单至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1 月
11 日，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答复称，该支队已派警到
场，物业开具委托书请求交警协助拖移该车后，已呼叫拖车
拖移该车辆。

违规参与营利活动
收受他人公司股份

原洋浦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
廖首林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

本报讯（记者李崇育 通讯员欧阳文芊）日前，经洋浦
工委批准，洋浦纪工委监委对原洋浦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廖首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调查。

经查，廖首林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便利，违规参与营
利活动，收受他人公司股份；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在承揽工程项目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
人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法》等有关规定，经洋浦纪工委监委会议研究并报洋浦工委
批准，决定给予廖首林开除党籍和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
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
涉财物随案移送。

为他人谋利收受财物
原屯昌县粮食局党组书记、局

长陈贤礼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

本报讯（记者李崇育）日前，经屯昌县委批准，该县纪委
监委对原县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陈贤礼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陈贤礼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违规
收受礼品礼金；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在项目建设过
程中，不正确履行职责，严重不负责任，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涉嫌玩忽职守犯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法》等有关规定，经县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县委批准，决
定给予陈贤礼开除党籍处分；由县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
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
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为逃交通违法处罚
驾驶假牌车

一男子被儋州交警行拘 3日扣
12分罚5000元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马宏新 许光伟）1 月 13 日，记者
从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该支队近日组织警力严查假
牌、套牌、假证等违法行为中查获一辆假牌车辆，驾驶人罗某
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3 日、扣 12 分、罚款 5000 元的处罚。

1 月 8 日 15 时许，该支队指挥中心缉查布控系统预警：一
辆悬挂车牌号琼 ABF1XX 灰色本田小型普通客车，系假牌
车，要求执勤路管员加以留意并设卡拦截。当天 16 时许，违
法人罗某驾驶该车从儋州市王五镇中出来，因要到那大镇喝
喜酒，在途经儋州市省道美洋线路段处时，被路管员成功截
获。为进一步核查，该支队路管员依法扣留该车辆，并口头
传唤该驾驶人罗某前往该支队配合调查处理。

经询问得知，该驾驶人罗某为了逃避交通违法处罚，抱
着侥幸心理驾驶该车辆出行，没想到被执勤交警逮个正着。
经了解，罗某对其涉嫌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事
实供认不讳。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罗凤灵 叶玉
华）儋州男子符某受林家父子委托，通过“找
关系”助林家父子拿到近400万元征地补偿款
后，因未获得“劳务费”遂将林家父子告上法
院。近日，省二中院审理后认为，符某提供的

“劳务”并非合法的民事行为，且违背公序良
俗而无效，遂驳回了符某的诉讼请求。

林某精系儋州市那大镇某村村民，承包
了村里 65.7 亩土地，2001 年 7 月，村委会向其
发放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015
年 9 月，上述土地被儋州市政府征收，原儋

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与林某精达成了征地
协议，并对被征地块及地上的青苗进行了丈
量和清点。因村委会未及时发放征地补偿
款，林某精及其儿子林某全在一次酒桌上口
头委托符某，让符某阻止政府平整其被征土
地并疏通关系助其取得征地补偿款，事成之
后将从中拿出部分作为符某的酬劳，符某同
意了对方的委托。

2016年9月30日，林某精收到了全部的土
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共计398万余元。因自
行垫付相关费用，“办了事”却一直未收到劳务

费，符某遂将林家父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
令林某精、林某全向其支付劳务费6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林某精及林某全与符某
约定让符某“找关系”以便自己获得征地补
偿款，又让符某看管被征地块阻挠政府平整
土地，上述行为不是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
符某以其已履行不合法行为主张林某精、林
某全支付报酬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遂
驳回符某的诉讼请求。

符某不服，提起上诉。省二中院经审理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海口中山街道调解委等
成功调解一起讨薪纠纷案

5名外来务工人员
拿到7万多元工薪

本报讯（记者杨希强 通讯员刘伟）1
月 10 日，海口市龙华区中山街道人民调解
委员会成功调解一起多名外来务工人员
集体讨薪案件。

据了解，2019 年 3 月之前，外来务工

人员王某、肖某、李某、冯某及刘某等人

受 包 工 头 汪 某 雇 佣 ，参 与 某 项 目 建 设 。

汪某作为项目分包方与承包方深圳市某

某 装 饰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签 订 项 目 分 包 合

同，约定 80%的分包工程款作为汪某支付

工人工薪等方面支出，而剩余 20%除了质

保金部分、其余工程款必须要等到工程

验收合格后再行支付。由于该工程项目

在验收过程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工程项
目未通过验收拿不到剩余 20%的工程款，
汪某拒绝支付工人剩余工程款并选择逃
逸。王某、肖某、李某、冯某及刘某等人
在拿不到剩余工程款，同时又找不到汪
某的情况下，只能要求深圳市某某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支付汪某所拖欠的剩余工
程款。由于用于支付工人工薪的 80%工
程款已经支付给汪某，而剩余 20%工程款
是作为工程质保金及项目验收合格后才
支付的工程款项，所以深圳市某某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拒绝了工人们的请求。双
方矛盾纠纷因此产生。

当事人汪某又逃逸在外不肯露面，中

山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联系深圳市某某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寻求解决之法。

中山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与中山派
出所联合作战，在持续 8 个小时的释法说
理后，最终深圳市某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同意从剩余 20%的工程款中拿出 7 万多
元，代表包工头汪某给工人支付剩余工程
款，同时在中山街道派出所民警、中山街
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等多人共同见
证下，完成支付工作。

本报讯（见习记者王巍）1 月 10 日上午，
全省商务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记者从会上
获悉，我省去年服务进出口 219.7 亿元，增长
20.3%；实际使用外资 15 亿美元，增长超过
100%，连续两年翻一番。今年，我省将全面
做好“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等重点工
作，大力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
平。会上还提出，今年将加快推动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建设，拓展离岛免税政策，发展居
民日用消费品免税消费。

会议透露，今年省商务厅将推动国际船
舶注册登记、邮轮产业招商、高端免税业态
发展、离岸贸易等一批影响力大、示范效应
强、增加流量、对我省有实惠的项目落地。

今年，省商务厅将围绕三大产业和热带
高效农业，面向全球市场，精准开展招商引
资。实施《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取消
外资审批和备案，严格落实“非禁即入”。研
究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版外资负面清单，进
一步减少外资准入限制。结合自贸港政策

研究，重点在融资租赁（飞机、船舶）、保税维
修、新能源汽车、制药、医疗器械等行业领域
进行招商。

探索实施外汇收支便利化措施，建立与
国际接轨的离岸贸易税收制度，积极发展离
岸贸易。同时创新服务贸易发展，加快培育
数字游戏、融资租赁、保税维修等新兴服务贸
易业态。分步取消或放宽对跨境交付、境外
消费及自然人移动的限制，率先在医疗、教
育、互联网、会展、商务服务等领域取得突破。

此外，我省今年将大力促进消费转型升
级。加大环岛旅游公路驿站、主题公园、大
型消费商圈等重大旅游消费项目招商力
度。打造便民生活圈，提升商业步行街品
质，继续推动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提升城乡
消费。今年还将拓展离岛免税政策，做大旅
游消费，发展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消费，将
我省打造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同时开发
建设全省范围内线上线下应用一体化的旅
游商务消费“一卡通”。

民警突击检查商铺是否存在贩卖私彩行为民警突击检查商铺是否存在贩卖私彩行为 记者高凌 摄

我省今年将拓展离岛免税政策，大力促进消费转型升级

发展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消费

“找关系”助他人拿到征地款400万
儋州一男子诉求“劳务费”于法无据被法院驳回

乐东抱由派出所最大限度挤压“私彩”违法犯罪活动空间

“私彩”躲在犄角旮旯也逃不掉
FZ 本报记者走基层

————看落实看落实 见行动见行动

FZ 聚焦新一轮
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

本报讯（记者陈超超 通讯员罗旭 翁书
艳）近日，海口美兰机场海关与航空货运安检
部门合作，通过加强出口货物申报前风险研
判，发现一批拟出口至澳大利墨尔本的品名
为超细纤维玻璃清洁布的货物实为香烟。

由于发货人未向海关申报，该关遂将相
关案件线索通报给烟草专卖部门。经省烟
草质量监督检测站鉴定，该批香烟为假冒
Marlboro 品牌的劣质卷烟，共 49 万支。该关
将案件线索及涉案货物移送至海口市烟草
专卖局。至此，该关与海口市烟草专卖局联

合执法，成功将侵权香烟拦截于国门之内。
经过调查，烟草专卖部门已将该案件线索移
送至地方公安机关进一步侦办。

据了解，该批侵权香烟出口不仅违反
了《海关法》《商标法》等法律规定，还阻碍
国内烟草行业的正常发展，严重损害我国
外贸形象。

近年来，海口海关多措并举加强对进出
口货物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连续开展“清
风”“龙腾”海关知识产权专项执法行动和

“中俄”“中美”知识产权联合执法行动，积极

运用“科技+巡查”风险管理手段开展风险分
析，密切关注侵权货物口岸漂移、市场采购
贸易方式侵权多发等风险点，将风险分析工
作“前推后移”，同时加强与其他知识产权执
法机关的合作协作，进一步提升进出口货物
侵权风险防控水平。同时，加大知识产权海
关保护宣传力度，促进辖区进出口企业不断
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下一步，该关将持续深化多部门执法协
作，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共同捍卫
好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门防线。

49万支劣质烟冒充清洁布闯关
海口海关烟草联合执法成功拦截于国门之内

本报讯（记者李传敏 通讯员叶叶）1
月 9 日上午，共青团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委结合“青春自护·平安春节”“春季禁毒
流动课堂”主题，联合该县司法局、妇联、
民政局走进营根镇中心小学，联合开展

“法治进校园暨把爱带回家专题活动”及
2020 年琼中县春季禁毒流动课堂活动，加
强青少年自护教育，弘扬法治理念，提高
小学生寒假期间自我保护能力。

授课开始前，现场举行了“希望工程-
幕天同阅”乡村学校赠书仪式，向营根镇
中心小学赠送书籍 400 本。

赠书仪式后，由“1+1”中国法律援助
志愿者律师以专题讲解及现场互动的形
式开展知识讲座。律师以家暴为切入点，
结合常见典型案例，以案说法，有针对性
地开展反家庭暴力法治讲座。从专业角
度指导学生在自己或身边的人遭受家庭
暴力时，如何应对伤害、怎样进行自我保
护和正确处置遇到的危险。同时，将青少
年应知应会的法律常识和具体案例结合
起来，剖析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的原因
及造成的危害，教育引导学生杜绝和克服
不良习惯，避免走上犯罪道路，养成学法、
守法、尊法、护法的法治观念，教育引导学
生如何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学
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志愿者律师以案说法教育指导学生志愿者律师以案说法教育指导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