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麦文耀）6 月 24
日，三亚市委政法委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
到乐天城开展消费扶贫“春风大行动”主题
党日活动。

活动中，三亚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党支
部书记吴毅现场带头认购扶贫农副产品，并
与贫困户、供销社工作人员等逐一交流，深
入了解各类扶贫农产品的价格、品质和销售
情况。在吴毅的带头下，全体党员踊跃响应
号召，竞相购买扶贫产品，以购代捐。

通过此次党日活动，进一步锤练了党
员干部的党性，用心用情用力把党的关怀
和温暖送到贫困群众心中。党员干部们纷
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更加履职尽责，
以扎实的工作作风，让党旗飘扬在脱贫攻
坚的主战场。

三亚市委政法委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以购代捐助力脱贫攻坚

党员积极购买扶贫农副产品党员积极购买扶贫农副产品

琼海警方公开追查追缴陈怀安等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涉案财产

不按要求上缴的
将依法严厉打击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6 月 22 日，琼海市公安局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通告，依法追查追缴陈
怀安等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涉案财产。

据了解，目前，琼海市公安局正在侦办陈怀安等人组织、
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为了进一步深挖彻查陈怀
安、陈壮犯罪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严格执行全国扫黑办“打
财断血”的工作要求，琼海警方依法追缴相关涉案财产，凡持
有本案相关财物的组织或个人，必须主动将涉案财物上缴公
安机关；凡持有本案嫌疑人名下所属产业的组织或个人，必
须主动携带借款借据、还款记录等相关凭证向公安机关说
明；凡转移、隐藏或使用涉案车辆必须主动向公安机关上缴；
凡明知是本案嫌疑人的违法犯罪所得，且无偿接受、以明显
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或通过其他方式取得本案嫌疑人的个
人涉案财物的，必须主动将违法犯罪所得和涉案财物上缴公
安机关。

琼海警方提醒，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相关组织
或个人要主动向公安机关上缴涉案财物。对于不按要求上
缴涉案财物的，一经查实，将依法严厉打击，涉嫌犯罪的要依
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同时，警方鼓励社会群众积极向公安机关举报或提供有
关线索，对检举揭发的有功人员，将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奖励，
并对举报者予以保密。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银海路 110 号琼
海市公安局扫黑办(琼海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联系方式：
62896220；13337591032(王警官)。

扫黑除恶海南在行动F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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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黄康
艺）6 月 24 日上午，琼海市人民法院联同琼
海市教育局举行兼职法治副校长授聘仪式
暨法治宣讲第一课活动。21 名授聘为兼职
法治副校长的法官和法官助理、琼海市职业
中等专业学校、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100
余名师生参加此次活动。

会议指出，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全
社会的共同责任，法治副校长们要充分发挥
工作联动，多协调有关部门和学校做好校园
综合治理工作，多协助学校内部落实各项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措施，多监督校园法治教育
工作，进一步促进平安校园建设。

会议要求，法治副校长们要坚持目标

导向，勇于担当，最大限度维护未成年人
权益，最大限度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要加
强学习，不断提高法治宣传教育水平；要
密切与学校沟通交流，及时掌握学生思想
动态，有针对性地开展法治教育；要具备
大局意识，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树立好法
院的良好形象。

随后，琼海市教育局有关领导为 21 名法
治副校长颁发选聘证书。

在授聘仪式结束以后，琼海法院法官
助理覃茂圣为琼海市职专、海南软件学院
学生进行主题为“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的
法治宣讲课，进一步深化青少年学生对于
毒品的认识。

本报讯（记者陈太东）6 月 28 日上午，乐
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举行“人大代表联络
室”揭牌仪式。

揭牌仪式结束后，乐东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张国东等一行实地查看了乐东法院诉讼服

务中心、执行指挥中心，观看了乐东法院在信
息化建设、执行攻坚等方面工作的视频介绍。

据悉，在法院建立人大代表联络室为实
现人大代表对法院工作的常态化监督，搭建
高效便捷的沟通联络平台。乐东法院将充

分运用人大代表联络室这个平台，将其作为
听取意见、改进工作、转变作风的有效载体
来建设，进一步规范联络工作流程，建立工
作联络机制，拓展代表履职平台，助力司法
公正。

乐东法院建立人大代表联络室
接受人民监督助力司法公正

本报讯（记者舒耀剑 通讯员胡诗发）端
午节假期期间，定安县公安局把常态化疫情
防控和安保有机结合起来，并依托“路长制”
勤务机制，实行网格化责任管理制，圆满完
成安保工作任务。

据了解，端午节假期定安警方本着“集约
警力、一警多能，最大限度发挥现有警力效
能”的原则，执勤民警“既管交通，又管治安”，
快速处置现场各类突发警情。6 月 25 日至 27
日，定安县公安局共出动巡特警、交警、治安

等警力 632 人次、巡逻车辆 150 余车次，共接
处刑事警情 1 起、治安警情 2 起、交通警情 18
起，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738 起（其中酒驾

15起、醉驾1起），全县未发生重大恶性刑事、
治安案件及重特大交通事故。

定安警方依托“路长制”端午节圆满完成安保工作任务

查处交通违法行为738起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陈萌）6 月 25
日是端午节假期第一天，东方市公安局交
通警察大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端午节假
期三天大整治”行动，查获一名网上命案在
逃人员。

当日 8 时 30 分许，东方交警大队路管员
在 314 省道 148 公里处执勤，一男子驾驶一辆
号牌为琼 D51G51 的二轮摩托车从大田镇零

公里方向往大田村方向行驶，行驶至新宁坡
路口时，被路管员拦截。路管员经查询发现
该二轮摩托车为套牌车。路管员让该男子
出示行驶证和驾驶证，该男子称其没有驾驶
证和行驶证。随后，路管员让该男子出示身
份证，他支支吾吾地回答：“我没有身份证！”
路管员逼问：“请问您的姓名？”该男子唯唯
诺诺地说：“我…我有案底……”路管员大吃

一惊，立即通知就近的大田派出所民警赶赴
现场协助调查，当把该男子带到大田派出所
进一步核查中发现，该男子是湖北省恩施市
屯堡乡人，现住昌江黎族自治县太坡镇保突
村，是一名网上命案在逃人员。

目前，该车辆已暂扣在交警大队紫勋停
车场，违法嫌疑人已移交到东方市公安局办
案中心。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一司机驾驶套牌车被东方交警拦截查获

一查问竟是命案在逃人员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白瑛奇 王立
超 周子晨）三亚市公安局南田分局近日破获
1 起非法持有枪支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 名。

当天 19 时许，南田分局民警在调解南田

居某队居民家庭纠纷时获得 1 条非法持枪的
线索，遂前往处置。在南田居相关见证人的
见证下，警方依法对罗某光住处进行搜查，
当场查获长约 1.6 米的火药枪 1 把、7 小瓶火

药、7 个火药引子及 1 小瓶钢珠，查明罗某光
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购买该枪私藏持有，曾使
用枪支狩猎野猪。

目前，罗某光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私藏火药枪狩猎野猪
一犯罪嫌疑人被三亚警方抓获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麦文耀）6 月 23 日，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司法局联合县处非办、
公安局在县城新民路开展 2020 年度“守护钱
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集资
宣传活动。

活动通过悬挂横幅、设立宣传教育展板、
发放《抵制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
法集资》《防骗系列手册》等宣传资料，向群众
普及非法集资的常见类型、特征及防范措施。

同时，工作人员通过以案说法，介绍了
近年来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典型案例，揭露犯

罪分子的惯用伎俩，引导群众理财投资，管
好自己口袋里的钱，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增
强风险防范意识。

此次活动，共悬挂横幅 2 条，发放宣传资

料 600 余份，不仅提高群众对如何防范非法
集资等金融知识的了解，还增强群众自觉抵
制非法集资诱惑的意识，让防范非法集资观
念深入民心。

保亭多部门联合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以案说法揭露犯罪伎俩

海口美兰区委政法委专题学习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学深悟透学以致用
对标对表推进政法工作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张振儒 严佳丽）6 月 23
日下午，海口市美兰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党支部书记
李乐平主持召开区委政法委党支部 6 月学习会，专题学习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区委政法委全体党员
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全体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要原原本本学习《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学懂弄通、学深悟透、学以致用。要敢于担当、主动作为，
对标对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要求，扎实推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三无”船舶
整治等各项工作，发挥政法职能，扛起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美
兰政法担当。

五指山市委政法委党支部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重温峥嵘岁月
接受红色洗礼

本报讯（记者杨春梅 通讯员吴永欢 许文静）6 月 24 日，
五指山市委政法委党支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
日活动，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到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开展爱
国主义体验教育，到椰子寨战斗历史陈列馆开展革命传统体
验教育。

当天上午，在南海博物馆内，全体党员干部通过一张张
照片，一幅幅图标，一件件展品，坚定了在新时代“爱党、爱
国、爱三沙”，维护国家海洋主权的信念。

下午，全体党员干部参观椰子寨战斗主题雕塑和椰子寨
战斗历史陈列展厅。活动现场，全体党员干部举起右手，在
革命烈士雕像前向鲜红的党旗宣誓入党誓词。随后，大家观
看图文解说、影像资料和书画艺术作品，重温峥嵘岁月，了解
主题雕塑的寓意、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光辉历史，
进一步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全体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继
承革命先烈遗志，追寻革命理想，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
斗到底。

三亚崖州区委政法委书记
进村指导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群众法律意识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麦文耀）6 月 23
日，三亚市崖州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何
大云到梅西村指导“枫桥式”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工作。

何大云首先详细查看了梅西村宣传
栏以及“枫桥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各个功能室的建设情况，并听取梅西村干
部汇报工作进展。何大云指出，要进一步
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创新发
扬“枫桥经验”，构建大调解体系，确保大
局和谐稳定；要加强宣传教育，始终把提
高辖区群众的法律意识作为矛盾纠纷化
解工作的关键环节，把开展矛盾纠纷排查
调处与法治宣传教育结合起来，有针对性
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努力营
造人人懂法、人人守法的良好氛围；要强
化矛盾纠纷排查，进一步梳理台账，做到
底子清、情况明。

海口秀英区检察院联合司
法局开展《社区矫正法》宣传

进基层进社区
解答法律咨询
本报讯（记者黄赟 通讯员王松林 杨

洁云）近日，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检察院第
三检察部联合秀英区司法局前往秀英时
代广场街心公园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
区矫正法》进基层、进社区活动。

为了提升宣传效果，秀英区检察院与
秀英区司法局将专门印制带有社区矫正
法亮点内容的宣传彩页、折页以及印有标
语的布袋、扇子发放给社区居民和部分社
区矫正对象，并详细讲解社区矫正相关法
律知识，解答相关法律咨询。

通过此次活动提高了《社区矫正法》
的公众知晓度，为社区矫正规范化执法和
检察机关强化监督职能奠定坚实的基础。

琼海21名法官授聘法治副校长
将协助学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有针对性地开展法治教育

琼中公安局发布悬赏通告

悬赏35万元
缉捕4名嫌犯

本报讯（记者李传敏 通讯员张洪意）近日，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公安局发布悬赏通告，决定对王玉升、王宏忠、程必
能、黄海华四人督促投案自首并公开悬赏缉捕，总奖金高达
35 万元。

通告指出，犯罪嫌疑人王玉升、王宏忠、程必能、黄海华
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依法从轻
或减轻处罚。

警方警告犯罪嫌疑人王玉升、王宏忠、程必能、黄海华放
弃一切侥幸心理，逃亡不是出路、回避不能解决问题，在逃人
员一日不到案，公安机关绝不会放弃追捕，隐瞒、包庇在逃人
员的相关人员也将受到法律严惩。

警方对提供有效线索、直接抓获或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在
逃犯罪嫌疑人的个人和单位，将给予奖励。其中王玉升、王
宏忠、程必能将各给予 100000 元奖励，黄海华将给予 50000 元
奖励。公安机关承诺，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联系人：王
警官，联系电话：0898-86230110、138765157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