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黄赟 通讯员王松林
杨翘名）海口市秀英区检察院干警近日

走进海口市康安学校为学生上了一堂以

预防校园欺凌为主题的法治宣讲课。

课程开始前，检察干警与学生们

进行了有趣的党史知识有奖竞答活

动。学生们积极参与其中、踊跃抢答，

现场传来阵阵掌声、气氛非常热烈。

宣讲课上，检察干警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什么是校园欺

凌、为什么会发生校园欺凌以及如何

应对校园欺凌现象等问题。

在愉悦的氛围中，学生们不仅学

到了党史知识、增强了法治观念，同时

还掌握了自我保护小常识。

海口秀英区检察院干警进校园宣讲校园欺凌

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海口秀英区检察院干警上法治课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许光伟 马宏
新 通讯员刘莎莎）近日，省检二分院到

洋浦管委会，就该院办理的一起行政公

益诉讼案件召开诉前磋商会议。

据悉，省检二分院在履行公益诉讼

监督职责中发现，三都某石场、某石材

加工厂、某石料加工厂等采石场采矿权

证到期后，拒不履行矿山环境治理恢复

义务或履行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义务不

到位，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洋浦管

委会作为相应的责任主体，对区内石场

的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具有监管职责，希

望行政机关依法承担起相应的管理修

复职责。

会上，省检二分院党组成员、副检察

长文伟就开展诉前磋商会议的意义做了

阐释。文伟表示,公益诉讼工作是检察

机关的一项重要业务，保护好海南的绿

水青山，需要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协同

努力，检察机关组织此次诉前磋商会议

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检察力量的介入，

推动行政机关排除干扰、更好地履行职

责，恢复生态环境，保护好社会公益。

洋浦管委会副主任张信芳对检察

机关组织开展诉前磋商会议的行为表

示高度的认可。他表示，行政机关对矿

山环境治理要高度重视，绝对不能含

糊，要“下狠手”；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

发出的检察建议，不仅仅是监督，也是

在帮助行政机关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行政机关要将检察机关的要求落实

到位，与检察机关携手推进矿山环境治

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好海南的

绿水青山。

据介绍，此次诉前磋商会议，省检二

分院与洋浦管委会达成共识，省检二分

院现场向洋浦管委会送达了检察建议

书。张信芳当即就检察建议的要求作工

作安排，要求各部门严格落实到位。下

一步，省检二分院将继续跟进监督，依法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以期达到政治效果、

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省检二分院组织召开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诉前磋商会

现场送达检察建议书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何海东 通讯
员王倩）周某原系海南某古典家具有限

公司销售员。周某在职期间，将公司10

万余货款据为己有。近日海口市美兰

区法院公开审理此案，一审以周某犯职

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责

令周某退赔海南某古典家具有限公司

109000元。

据了解，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3

月期间，周某利用担任海南某古典家具

有限公司销售员收取货款尾款的职务

便利，分别于 2019 年 1月 24日、2019

年 3月25日将海南某工程管理有限公

司帮海南某医院采购并转给海南某古

典家具有限公司购买屏风的货款尾款

109000元据为己有，用于个人花销和

偿还网贷赌债。

美兰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构成职务

侵占罪。周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愿意接受处罚，对其可以从轻处罚。

为此，美兰区法院一审作出以上判决。

将公司货款据为己有
一销售员被海口美兰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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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琼 0105 民初 1292 号

杜 积 朋（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460104199608090938)：

本院受理的原告吴淑琴诉被告

杜积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等诉讼材

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2021年 07月 06日上

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琼 0105 民初 1241 号

张 献 祥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46002419681018781X)：
谢 洪 春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460024196906107888）：

本院受理的原告万全庆诉被告
张献祥、谢洪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副本、权利义务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等诉讼
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并定于2021年 07月 06日上午 9时
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1）琼0105民初1536号

刘 建 伟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130224198707016530)：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飞平诉被告

刘建伟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等诉讼材

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并定于2021年07月06日上午10

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

遗失声明
海南法制时报传媒有限责任

公司已于2021年3月将田溪（记者

证 统 一 编 号 为 ：

B46003066000025）、王慧（记者证

统一编号为：B46003066000016）、

林 小 钦（记 者 证 统 一 编 号 为 ：

B46003066651307）三名人员的记

者证在全国新闻记者证管理及核

验网络系统中注销。由于该三名

人员记者证原件丢失，特此声明田

溪、王慧、林小钦记者证作废。

海南法制时报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4月7日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连蒙 通讯员
吕东星 张丹竹）4 月 7日，海南中远海

运能源运输有限公司从海南海事局领

取了其所属“远洋湖”轮船舶国籍证书

等 12 本证书文书，实现当天申请、当

天领证，避免了上百万元的停航办证

损失。

据了解，海事部门接到“远洋湖”轮

船舶登记申请后，当天就为其办结了船

舶国籍登记等 14个政务事项，并现场

发放了所有 12本证书文书，实现了船

舶登记相关的海事政务事项“一站服

务、一窗办结、一次办好”，标志着海事

政务服务进一步升级提速。

据悉，“远洋湖”轮为海南自由贸易

港登记的第 27艘国际船舶，由大连港

转籍“中国洋浦港”。为实现“不停航”

办证，海南海事局主动作为、勇于担当，

耐心指导企业办证人员提交办证所需

相关材料，并落实船舶登记“一事通办”

工作机制，积极协调系统运维公司解决

流程操作问题，加班加点整理审查材

料、制作证书，以最快的速度“一站式”

完成电台执照、船舶标识码、船舶所有

权、船舶国籍、最低安全配员等14个政

务事项的受理、审核、审批及发证工作，

避免了航运企业因推迟船期造成的经

济损失。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巍）4月7日

上午，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五源河

体育馆举行了新冠疫苗移动接种车发

车仪式。在紧张有序的公交车体改造

和设备购置、人员培训之后，首批20辆

新冠疫苗移动接种车将投入使用，海口

也是我省首个开展移动接种工作的城

市。

据介绍，新冠疫苗移动接种车将通

过5G网络应用实现信息化、无纸化移

动接种服务，满足工厂、企业、农村偏远

地区及特定人群，特别是60岁以上老

人的接种需求，把疫苗送上门，把服务

送到家，提高海口市新冠疫苗接种服务

的可及性，快速建立全人群免疫屏障。

截至4月6日，海口市疫苗接种量

已达125万剂次。从4月8日起，新冠

疫苗移动接种车将开进社区、开进企

业、开进农村为海口市民提供上门接种

服务，让那些出行不便、路途远或工作

时间不好调配的人群能够享有便捷、优

质的接种服务，真正做到让“疫苗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打通疫苗接种的最后

一公里。

在启动仪式现场，记者看到，为接种

新冠疫苗改装好的公交车已经准备就

绪，已改装的流动接种车内设有信息录

入区、新冠疫苗接种台、医用冷藏冰箱和

留观区域，车上增设的医用冷藏冰箱用

来储存疫苗。海口市卫健委办公室主任

冯天国介绍，首批新冠疫苗流动接种车

共 20辆，车内将采用移动WIFI，利用

IPad，依托新开发的新冠疫苗接种协同

录入系统开展信息录入工作。此外，每

辆流动接种车将配备一个班组，每个班

组共6人，包括新冠疫苗信息录入员，疫

苗接种人员和急救人员。

据了解，负责本次新冠疫苗移动接

种工作的有海口市属各医院、海口市疾

控中心、民营医疗机构等。各医疗机构

将派出医务人员到接种点支持、参与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

进社区 进企业 进农村
海口新冠疫苗移动接种车让群众“少跑腿”

海口灵山镇开展禁毒宣传

进校园
宣传毒品危害

省琼山戒毒所“蒲公英”
禁毒宣讲团进校园

讲普法故事
提高禁毒意识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侯阳 通讯员
于福娇）4月 7日上午，省琼山强制隔

离戒毒所“蒲公英”禁毒宣讲团应邀到

海口市康安学校进行禁毒与普法主题

宣讲活动。本次宣讲活动受教育师生

四百余人，共计发放宣传手册410份。

宣讲团成员针对小学生的身心特

点，以禁毒实例和普法故事为基础，重

点讲解了毒品的危害，以及青少年如

何拒绝毒品诱惑等相关知识。

学生们纷纷表示，以后见到“跳跳

糖”“邮票”等会更加警惕，还将这堂课

的学习内容告诉爸爸妈妈、亲朋好友，

共同为无毒社会做贡献。

一站服务 一窗办结 一次办好
海南海事“不停航”办证惠民利企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许光伟
林鸿河 马宏新 通讯员杜丹丹）4

月 6日，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

合八一分局集中整治摩托车、电动

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

当天，联合执勤小组针对八一

辖区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交通出行

方便灵活、分布广、违法普遍的特

点及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存量大、

管理难的实际情况，强化路面巡

查，突出对重点路段的重点整治，

通过灵活检查点的方式，对电动自

行车、摩托车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

行为进行整治。对交通违法行为

坚决发现一起，纠正一起，教育一

起。

期间，针对电动自行车交通违

法行为随意性、易发性的特点，执勤

人员积极向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驾

驶员宣传“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

动，讲解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常见的

交通违法行为及危害性，敦促驾驶

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据介绍，此次整治行动共设置

临时执勤点 3个，查处各类交通违

法行为 68起，其中无证驾驶 3起，

违法载人8起，摩托车超员1起，未

按规定检验车辆 2起，不戴安全头

盔 38 起，达到报废标准 3起，其他

违法行为13起。暂扣摩托车、电动

自行车22辆，发放宣传资料200余

份，受教育群众800余人次。

儋州交警集中整治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

发现一起纠正一起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许光伟 林
鸿河 马宏新）4月6日，在G98西线

环岛高速儋州路段，一辆大客车违

规停车上下客，被儋州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执勤民警当场查获，驾驶员

被依法予以记12分、罚款200元的

处罚。

当天11时许，儋州交警高速西

线巡查组民警正在例行巡逻，当巡

逻至G98西线环岛高速海口往三亚

方向486公里处路段时，发现一辆

大客车在应急车道上停车，车门口

处几名乘客准备上车，而且没有做

任何的安全防护措施。见此情形，

民警立刻下车查看情况。

当执勤民警要求驾驶员出示行

驶证及驾驶证，并询问驾驶员是否

在高速公路上接客载客。驾驶员一

开始沉默不语并不承认。当民警告

知其违法载客行为已被全程录像

后，驾驶员才松口对其违法行为供

认不讳，称想着几个乘客上下车用

不了多长时间，就抱着侥幸心理在

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违规上下客。

民警把驾驶员带离高速后，对

其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开具

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对其作出上

述处罚。

高速路停车上下客
一客车司机被儋州交警罚款记分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郭彦 杨晓
晖 通讯员王敬雄 李攀华）4 月 6

日，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依

法行政拘留一名无证驾驶的交通违

法行为人。

1月23日 21时 5分许，琼海市

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路管员在爱华

路国喜宾馆前路段开展查处酒驾醉

驾违法犯罪行为夜查整治工作时，

依法检查一辆普通二轮摩托车。当

路管员要求驾驶人周某（男，21岁，

琼海人）出示证件接受检查时，周某

声称未携带行驶证。路管员随即通

过公安交通综合应用平台对周某进

行信息核查，发现周某并无有效机

动车驾驶证。路管员开具行政强制

措施凭证，暂扣车辆并告知周某持

凭证15日内到交管大队接受处理。

4月6日，周某办理违法处理手

续时，经询问，周某称车辆是朋友

的，也知道无证驾驶是违法的，当天

想着因路程较短，就抱着侥幸心理

驾驶，谁知不凑巧遇到交警设卡检

查，自己也是追悔莫及。

根据相关规定，琼海交警对周

某无证驾驶、未带行驶证的违法行

为处予罚款1600元，行政拘留15日

的处罚。

无证驾驶未带行驶证
一男子被琼海交警行拘15日

交通安全关注

2米长蛇
潜入村民家
文昌海岸警察联合应急
部门捕捉放生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李崇育 通讯
员黄涛 俞锋）4月5日上午，文昌市文

城镇新园村委会下园村有一条长约2

米的黑白花纹蛇潜入村民家中，文昌

市清澜海岸警察与应急救援部门人员

一同前往，开展捕蛇行动。

接到村民报警后，清澜海岸派出

所民警立即联络应急救援部门人员赶

赴现场进行处置。在现场，民警发现

一条黑白花纹的蛇正盘踞在村民住宅

旁的杂物堆中，约有2米多长，疑似毒

蛇。为确保捕捉安全，应急部门人员

采取长夹夹取的方式进行捕捉。

捕捉后，海岸民警将蛇交由林业

部门人员送到偏远山林放生。

海岸民警在此提醒，春末初夏期间

是蛇类活动的黄金季节，经常到处觅

食，昼夜寻找食物。一般情况下，蛇受

到威胁时才会主动攻击人，因此与蛇不

期而遇时一定要冷静。若发现蛇类，请

不要伤害、攻击，以免发生人身安全事

故；若在家中发现蛇类可直接拨打110

或119报警，等待民警和专业人员来捕

捉，一旦被蛇咬伤，要及时就医。

聚焦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禁毒三年大会战

宣传人员讲解毒品危害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何海东 通
讯员张振儒 李厚明 王聘钊）4月7日

上午，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禁毒办联

合灵山派出所、镇团委、镇妇联在大林

小学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将

毒品的类型、毒品的危害、拒毒的措

施、涉毒案例以及禁毒相关的法律法

规等禁毒知识，对学生们进行详细宣

讲。一张张触目惊心的宣传视频，一

个个生动真实的案例让学生们了解到

毒品给社会、家庭和个人带来的危

害。期间,工作人员还特别讲解了吸

毒人员因吸毒而造成的各类荒唐的事

件及案例，使学生们更加深入了解到

毒品对社会和家庭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