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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崇育 通讯员彭崴 莫
博良）9 月 13 日，记者从省公安厅海岸警察
总队（筹）琼海支队获悉，该支队东海派出
所近日成功侦破一起盗窃小轿车案件。

8 月 17 日 ，省 公 安 厅 海 岸 警 察 总 队
（筹）琼海支队东海派出所接到报警，报警
人包先生称自己停放在琼海市博鳌镇东海
村委会附近的一辆黑色东风日产轩逸牌小
轿车被盗。

东海派出所接到报警后高度重视，迅
速成立专案组。办案民警经现场勘查和
询问得知，包先生 8 月 14 日将小轿车停在
博鳌镇东海村委会下田坡队的路边。将
车子停好后，包先生未将小轿车上锁并将
车钥匙放在车挡位旁。8 月 17 日，包先生
回来取车时发现车不见了。通过调取案
发地及周围附近视频监控，办案民警发现
盗车的嫌疑人为一名中等身材、右臂有纹
身的青年男子。经过缜密侦查和严密布
控，8 月 28 日，办案民警在三亚育才镇将
犯罪嫌疑人苏某杰抓获，并在三亚市天涯

区育才镇某农场成功追回被盗窃的黑色
日产轩逸小轿车。

经调查得知，8 月 15 日 18 时，嫌疑人苏
某杰从琼海市博鳌镇某工地下班后，在回
其住所途中经过琼海市博鳌镇东海村委会

下田坡队路边时，发现一辆黑色日产轩逸
牌轿车停在路边，苏某杰当时发现车门没
有关紧，能看到车门有一条缝隙，苏某杰就
走到车旁拉一下车门，车门顺势打开了。
苏某杰看到车钥匙放在挡位旁边，然后把
车门关上离开。

8 月 16 日晚，苏某杰再次经过此地时，
发现小轿车仍停在路边，车门还是没有锁，
便动起了“歪心思”。苏某杰上车拿到车钥
匙后，直接把车开回了三亚的家。8 月 25
日下午，苏某杰竟若无其事地开着盗窃来
的小轿车到三亚市天涯区育才镇的水库钓
鱼，因担心车没油开不到家，将车停放在三
亚市天涯区育才镇某农场的宿舍区内，直
到被民警抓获。

据了解，苏某杰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目前，苏某杰已被刑事拘留。

警方提醒：车主停车时尽量将车停在
有人看管的专用停车场所，下车时应检查
车门是否锁好，切勿将车钥匙以及钱包等
贵重物品放在车里。

若无其事开着偷来轿车去钓鱼
一男子在三亚被琼海海岸警察抓获

男子盗窃轿车被抓男子盗窃轿车被抓

本报讯（记者麦文耀）《三亚市餐厨垃
圾管理规定》日前出台，对餐厨垃圾定义、
行政管理体制、特许经营管理、相关主体义
务、监督管理措施等进行严格界定，违者最
高可处罚 100 万元。据了解，这是我省首部
餐厨垃圾管理地方性法规，将于 10 月 1 日
起施行。

《三亚市餐厨垃圾管理规定》针对餐厨
垃圾产生者和收运、处置服务企业分别规定

不同义务：要求餐厨垃圾产生者使用专用收
集容器、每日按时分类交付、将餐厨垃圾交
由收运服务企业收运；要求餐厨垃圾收运服
务企业每日按时分类收运、保持收运车辆密
闭完好整洁、将餐厨垃圾交由处置服务企业
处置；要求餐厨垃圾处置服务企业按照规定
分类接收和处置餐厨垃圾、按照规定处理废
液废气废渣、定期对处置设施的性能进行检
测评价。

记者了解到，规定还对擅自收运处置餐
厨垃圾、随意倾倒抛撒堆放餐厨垃圾、在运
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餐厨垃圾、利用未经
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垃圾饲喂畜禽、将餐厨垃
圾及其加工物用于食品生产加工等行为予
以禁止。要求对餐厨垃圾产生、收运、处置
实行台账和联单管理。餐厨垃圾产生者和
收运、处置服务企业应当在台账中如实记录
餐厨垃圾的种类、数量、去向、用途等情况，

定期向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报告。
据三亚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规定对各种违法行为制定了具体罚则。其
中，餐厨垃圾生产者未将餐厨垃圾交由取得
服务许可证的餐厨垃圾收运服务企业收运、
餐厨垃圾收运服务企业未将收运的餐厨垃
圾交由取得服务许可证的餐厨垃圾处置服
务企业处置等，由当地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最高可处 100 万元罚款。

本报讯（记者王慧 通讯员饶梓歆）海口
市琼州公证处近日协助黑龙江省某法院执
行一起案件，为该法院的强制执行进行保全
证据公证，同时也保证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
的有效顺利完成，突出公证参与司法辅助工
作的重要性。

今年年初，一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鲁某
来到海口市琼州公证处，称根据黑龙江省某
人民法院的相关判决及执行裁定书，登记在
被执行人王某名下的一套位于海口市房屋
的产权已经归鲁某所有。但因疫情影响，王
某无法立即到海口配合法院办理相关的腾
房事宜，所以黑龙江省某法院想要寻求海口
本地公证处协助，对相关房屋的现状及室内

物品进行保全证据公证。
琼 州 公 证 处 公 证 员 在 了 解 上 述 情 况

后，马上与对方法院取得联系，核实情况。
法院的工作人员称几日后将派执行局的干
警抵达海口强制执行此案，希望琼州公证
处配合协助，随同其法院有关人员对被执
行房屋的腾房事宜办理证据保全公证。得
知情况后，琼州公证处受理了该法院的公
证申请。

执行当天，琼州公证处指派两名公证员
到现场配合法院工作。法院工作人员致电
被执行人王某，王某称已知晓法院将强制开
锁进行腾房工作事宜并已通知其位于海口
的好友姚某到现场配合法院的腾房工作。

随后，在黑龙江省某法院、海口市某法院、相
关物业公司、被执行人王某的代理人姚某以
及琼州公证人员的见证下，由开锁公司进场
强制开锁。进屋后法院工作人员、姚某及公
证人员共同对房屋内的物品进行清点、拍
照、录像，确定没有贵重物品后，有关人员在
当场制作的《清点财产登记表》及《现场笔
录》上签字，法院工作人员将物品打包，交付
姚某代为保存，最后法院工作人员对房屋张
贴公告、封条。

此次腾房行动历时约 3 个小时，全程有
法院工作人员执法记录仪的记录，以及公证
人员的现场拍照、录像，确保了本次行动公
开透明，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本报讯（记者杨晓晖 孙新武 通讯员王
雷）9 月 12 日，万宁市公安局侦查分局（筹备

组）联合网警部门民警在一家早餐店附近经
过连续 7 个多小时的蹲守，抓获一名涉嫌故
意伤害在逃人员。

2008 年 11 月 28 日 12 时许，胡某因与黄

某有矛盾，在万宁东兴农场丰收坡队，胡某
持木棍将黄某殴打致左手骨断裂。经查，胡
某现年 47 岁，五指山市通什镇河北东区居委
会人。案发后，胡某一直潜逃。

近期，万宁市公安局加大追逃力度，该
局侦查分局（筹备组）联合网警部门经过深

入侦查摸排，掌握了胡某的活动情况和落脚
点。

9 月 12 日 7 时许，侦查分局（筹备组）和
网警部门民警深入万宁市北大镇一早餐店
附近，经过连续 7 个多小时的蹲守，成功将胡
某抓获。

早餐店附近蹲守7个多小时
万宁民警抓获一名涉嫌故意伤害在逃人员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罗凤灵 周永
高）儋州 28 岁男子汤某醉酒驾车，撞上一辆
两轮电动车致 2 人伤残，一审法院以交通肇
事罪判处汤某有期徒刑 1 年 3 个月。宣判
后，汤某不服，向省二中院上诉。近日，省
二中院主审法官通过耐心细致的法律释明
和教育，使汤某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及
酒驾的危害，其表示服判并主动申请撤回
上诉。

2019 年 2 月 5 日 2 时 30 分许，汤某醉酒
后驾驶一辆小轿车从儋州市那大镇某影城
往某医院方向行驶，途经伏波中路时，适遇
徐某未戴安全头盔驾驶两轮电动车搭载杜
某在前方同向行驶。因汤某驾车超速行驶
且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加之徐某
驾车未靠道路右侧行驶，导致汤某驾驶的小
轿车前部左侧与徐某驾驶的两轮电动车后

部右侧发生碰撞，造成徐某、杜某受伤，两车
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
后，汤某拨打 120 急救电话，并在现场等候民
警出警处置。

经鉴定，汤某血样中检出酒精，其浓度
为 92mg/100ml。经鉴定，徐某颅脑损伤后四
肢瘫，已构成重伤一级、一级伤残，开颅手术
后已构成十级伤残；杜某颅脑损伤后遗右侧
额颞部脑软化灶形成并头晕、头痛、表达力
下降等，评定为十级伤残。经交警认定，汤
某醉酒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未保持必要的
安全车距，应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徐某
未戴安全头盔驾车、违规载人、且未在最右
侧车道行驶，应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杜
某不承担事故责任。案发后，汤某已支付杜
某医疗费 4.2 万余元，已支付徐某医疗费 10.6
万余元。

一审法院认为，汤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
法规，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辆过程中发生重大
交通事故，致一人重伤、一级伤残，一人十级
伤残，负事故主要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
肇事罪，应依法惩处。鉴于汤某交通肇事后
拨打 120 急救电话，并在现场等候交警出警
处置，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
自首，且愿意接受处罚，其在案发后能支付
杜某和徐某的医疗费，可从轻处罚，遂作出
上述判决。

汤某上诉后，省二中院经审理认为，原
判认定上诉人汤某犯交通肇事罪的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适用法律正
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审理过程中，
汤某在上诉期满后申请撤回上诉，是其对诉
权的自由处置，且符合法律规定，省二中院
遂准许汤某撤回上诉。

醉驾出车祸致2人伤残
儋州一男子不服一审被判刑1年3个月上诉，经法官释明法律主动撤诉

澄迈通报 5起发生在群众身边
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

一扶贫干部利用验收
扶贫物资收好处受处分

本报讯（记者李崇育 通讯员冯志璨）为强化以案促改，
发挥查办案件的警示教育功能，持续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专项治理，全力监督保障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9 月
14 日，澄迈县纪委监委通报了 5 起发生在群众身边腐败和作
风问题典型案例。

加乐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原工作人员王广能帮扶作风
不实问题。王广能在帮扶工作期间，多次未按规定履行请假
手续，先后 11 次在打卡签到后擅自离岗，造成不良影响。此
外，王广能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行为。今年 4 月，王广能受
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福山镇政府原四级主任科员王正明为他人谋取不正当
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问题。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王
正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违法建筑合法化手续办理过
程中提供帮助，并收受他人财物。今年 3 月，王正明受到开
除党籍、政务撤职（降为二级科员）处分，违纪违法所得予
以收缴。

金江镇新云村党支部原副书记黄明儒利用职务便利索
取、收受他人“好处费”问题。黄明儒利用职务便利，在农村
土坯房改造申请等方面，索取和收受“好处费”及香烟等礼
品。此外，黄明儒还存在其他违纪行为。今年 5 月，黄明儒
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金江镇政府扶贫办原主任李传跃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好
处费”问题。2016 年至 2017 年期间，李传跃在负责金江镇政
府扶贫物资验收工作过程中，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不合格
扶贫物资通过验收，造成扶贫资金损失；利用职务便利，在扶
贫物资验收、经费拨付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
物。2019 年 5 月，李传跃受到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
违纪违法所得予以收缴。

金江镇政府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新云村委会帮扶责
任人、新村仔下村脱贫攻坚小队长刘啟定无视工作纪律、不
履行脱贫攻坚职责的问题。2018 年至 2019 年期间，刘啟定
在未按规定履行请假手续的情况下，先后 8 次无故缺席扶贫
工作会议，在县委县政府三令五申强调工作纪律且已被镇纪
委通报批评的情况下，依然无视脱贫攻坚工作纪律，未按要
求开展扶贫工作，造成不良影响。今年 2 月，刘啟定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

多次实施家暴
带哥哥到女方家闹事
儋州一男子与哥哥均被行政拘留5日

本报讯（记者李崇育 通讯员孙桢 孙耀邦）9 月 9 日，儋
州排浦镇一男子因不愿意与共同生活多年却从未领证的女
友解除同居关系，叫上哥哥到女友家闹事打人，被省公安
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儋州支队排浦派出所抓获并行
政拘留。

许某与谢某于 1996 年按照乡俗结婚共同生活，但一直
未领取结婚证，近几年因男方许某多次实施家暴，女方谢某
心灰意冷，不想再与许某过日子，便回娘家居住，但许某反复
纠缠，谢某无奈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同居关系。9 月 8
日晚，许某又再次来到谢某娘家纠缠谢某，遭到谢某拒绝后，
动手殴打谢某，被谢某家人拉扯开，许某随即打电话给其哥
哥许某佑称在外家被欺负，正喝酒的哥哥许某佑气势汹汹而
来，不分青红皂白便动手殴打谢某的堂妹谢某女。案发后，
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儋州支队排浦派出所民警
迅速将许某、许某佑二人传唤到案。经询问，两人如实陈述
了违法事实。经儋州市公安局批准，分别给予两人行政拘留
五日的处罚。

趁人不备盗窃扣件
三亚一工地临时工被行拘15日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白瑛奇 吴小哲 周子晨）9
月 9 日，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凤凰派出所孟仁军行动中队
破获 1 起工地盗窃案，依法处理违法行为人 1 名，追回价值
135 元的扣件若干。

当日凌晨 0 时 49 分，凤凰派出所接到 1 名男子正在某公
司工地盗窃的警情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布控，依法控制该
男子，当场查获被盗扣件 45 个。

经查，违法行为人黎某芳在工地上临时打工，其发现扣
件可以卖钱，便心生贪念趁人不备实施盗窃。

目前，黎某芳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15 日的处罚。

海口边检总站发布普法剧

根据口岸发生的
违法登轮案改编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朱雯娴）9 月 15 日，海口出入
境边防检查总站正式发布普法剧《豪横靓仔登轮记》。该片
根据海南海港口岸经常发生的违法登轮案件改编。

据了解，随着海南自贸港政策建设深入推进，越来越多
的外轮来琼从事商贸、旅游等活动，因装卸物品、维修作业、
参观访问、探望亲属、随船工作等，船东货主因此需要上下外
籍船舶办理相关事宜。

片中，曾缸尬是一名外贸公司员工，近日公司有一批价
值较高的货物需要通过海运出境，老板叮嘱他一定要把货物
清点清楚。在尚未办理外籍船舶登轮证的情况下，曾缸尬带
领公司几名员工擅自登轮，被海口边检总站民警通过监控视
频发现其违法事实，随后赶来的边检民警张队、小谢、高哥 3
名警官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并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出
境入境管理法》有关规定进行了普法说明。

乐东再动员再部署新一
轮禁毒三年大会战

分解考核指标
列出任务清单
本报讯（记者陈太东）9 月 10 日下午，

乐东黎族自治县召开全县新一轮禁毒三
年大会战调度例会，对乐东新一轮禁毒三
年大会战再动员再部署，持续推进禁毒三
年大会战各项工作深入开展。

会议要求，各单位必须认真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切实提高思想认
识，正视问题，深入剖析原因，层层压实责
任，落实奖惩制度，采取超常措施，多措并
举，攻艰克难，切实扭转禁毒工作被动局
面；要对标对表年度考核新标准新要求，
持续深入推进“八严工程”；县禁毒办要细
化分解考核指标，列出任务清单，明确时
间节点，有力有序推进禁毒工作综合考评
各项工作，确保取得好名次；要上下联动，
通力合作，形成禁毒工作的强大合力；要
结合本单位禁毒工作职责，严格实行“一
把手”责任制，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组
织开展“无毒镇、村、单位”创建工作，以点
带面，不断巩固禁毒成效。县禁毒办要加
强对禁毒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完善
毒品监测评估和毒情预警通报制度，研究
解决禁毒工作存在的短板和弱项，进一步
提升社会效能。

东方市多部门联合开展
禁毒宣传

展示仿真毒品
详解毒品危害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高雅妹）9
月 15 日，东方市禁毒办联合市法院、检察
院等部门在东方高铁站开展以“扫除毒
害 利国利民”为主题的迎国庆禁毒流动
课堂宣传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悬挂禁毒横幅
标语、摆放禁毒展板、发放禁毒宣传资料、
展示多种仿真毒品以及现场讲解等方式，
详细介绍毒品的种类、社会危害性和如何
提高自卫防毒术等。

据统计，活动共发放印有禁毒宣传知
识围裙 200 余件、禁毒宣传卡（套）300 余
张、禁毒宣传扇子 200 余件、禁毒购物袋
200 余个、其他禁毒宣传资料 600 余份。

禁毒宣传活动现场禁毒宣传活动现场

海口大致坡镇宣传毒品危害

引导孩子们
远离毒品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张振儒
张昌英）为切实做好失学、辍学、失管青

少年等重点人群的毒品预防教育工作，9
月 12 日上午，海口美兰区大致坡镇禁毒
办在金堆村委会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
活动。

活动中，禁毒办工作人员以上课的形
式给孩子们讲解毒品危害，向他们发放了
禁毒宣传资料，带领他们观看毒品仿真模
型，并介绍毒品的种类、来源及相关禁毒
的法律法规，鼓励他们把禁毒知识和禁毒
观念传递给身边亲朋好友。

活动累计发放禁毒宣传资料 40 余份、
禁毒宣传扇子 40 余把，受教育群众 40 余
人，提高孩子们自觉抵制毒品的意识，引
导孩子们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聚焦新一轮
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FZ

三亚市餐厨垃圾管理规定10月1日起施行

违规处理餐厨垃圾最高罚100万

海口琼州公证处协助法院执行一起案件

腾房过程办理证据保全公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