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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一线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陈太东 通讯

员陈雨露）7月15日下午，乐东黎族自治

县人民法院干警到千家镇抱善村，走访

帮教对象、家长、老师及村干部，把对未

成年人的关心和教育延伸到日常生活

中。

干警到村委会向村干部了解帮教

对象近期表现情况和下一步帮教措施。

在帮教对象家中，干警们通过交谈了解

帮教对象学习、生活、思想动态、就业等

情况，并耐心询问他们当前遇到的疑难

问题、未来规划，根据不同帮教对象的具

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心理疏

导和帮助。此外，干警还积极引导家长

及帮教对象，加强学习法律知识，提醒家

长要注重对孩子的关爱，帮助孩子养成

良好的行为习惯。考虑到当前处于暑

期，干警还提醒帮教对象不要去水库或

者河边游泳。

此次走访，干警们了解到帮教对象

整体表现良好，其中一名帮教对象主动

到附近的工地里帮工，帮教工作取得较

好的成效。

乐东法院法官走村入户走访

帮教未成年人 温情暖人心

乐东法院法官在村民家走访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李传敏 通讯员

张利阳）针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自查自

纠暴露出来的法院司法能力建设短板问

题，7月15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

法院建立起院长与一线办案法官一对一

沟通交流机制，即在每周一上午下班前，

由各业务部门法官提前与审管办对接，

确定双方时间后以座谈的方式进行沟通

交流。交流内容不限于法官在接待当事

人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具体疑难复杂

案件的法律适用、法官对办案的体会、法

院建设的想法、建议等各方面内容。

据该院立案庭法官宋迎华介绍:“院

长平时政务繁忙，我们也忙于办案，有时

候碰到疑难案件想当面请教一些法律适

用问题或汇报自己对工作上的一些想法

都不容易有机会，现在每周有专门固定

的沟通交流时间，我们年轻法官对办案

也更有信心了。”

据介绍，该机制的落实，不仅有效地

拉近了领导与普通干警之间的距离，能够

及时了解掌握法官在办案及其他工作中

遇到的困难和堵点并帮助解决，也充分体

现了该院对法官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李崇育）四川

巴中的患者陈先生日前摔倒在地磕到

头部，导致脑死亡，虽经医院全力抢救，

但无力回天。在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之时，儿子陈某在家人的陪同下，同意

捐献出父亲器官，挽救他人生命。7月

18日下午1时，在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医疗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站里，陈某

在法律文书上沉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

字。

7月19日，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医疗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站负责人秦

思告诉记者，陈先生的器官为3人带来

新生、为2人带来光明，他们对患者家属

的善举表示深深地谢意。

陈先生今年 51 岁，有高血压病

史。7月15日，其在卫生间洗澡时不慎

摔倒在地磕到头部，在家人拨打120后

送到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

科。经诊断，右侧颞顶枕叶脑出血，造

成急性脑疝形成，属于高血压病3级（极

高危）。7月18日早上，陈先生病情急

剧恶化，经过医院的全力抢救，但是还

是回天无力。

“这是我们工作站自今年5月份成

立以来的第一例成功劝说患者家属捐

献人体器官。”秦思介绍说。

在陈某签字同意后，18日下午，该

院的专家与相关其他两家医院专家共

同合作，手术正式开始。手术开始之

前，参与手术的全体医护人员对着逝者

的遗体深深地鞠了一躬，进行默哀致

敬。手术直到下午5时50分顺利结束，

捐献者一共捐献了一个肝脏、两个肾

脏、两个角膜。

秦思介绍说，目前我国的器官移植

供受比大约是 1:30，大量的患者等待

着器官捐献，但由于中国人的传统观

念，愿意捐献器官的人目前不是很多，

好多患者就在等待中失去机会。从

2018 年至今，海南省已完成 200 多例

器官捐献，今年已经完成30多例器官

移植手术，但是由于供体缺少，依然不

能满足我省器官移植患者的需求，全

省目前有500多名患者在等待器官移

植。“看到这种情况我们感到非常遗

憾，所以我们迫切期望能有更多的患

者家属积极参与到国家器官捐献的事

业中来。”秦思说。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人体器官捐

赠的情况，让更多的患者受惠，海南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加强了相关情况的

宣传介绍，在该院的接待大厅、咨询台

等地方都有相关宣传资料。据介绍，目

前该院也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器官移

植科室建设，争取在短时间内能够建

成，以造福于更多的人民群众。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连蒙 通讯员王
通彬）7月17日15时20分许，海南环岛

高速三亚往海口方向发生车辆追尾交通

事故，现场有人员被困，三亚市消防救援

支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后，立即调

派救援力量赴现场处置，消防员快速破

拆救出被困者。

当天，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

现，现场有一辆大卡车横在路中间，路面

上还有其它车辆有不同程度的碰撞，最后

面一辆卡车车头撞在横在路上的大卡车

车身上。由于碰撞强度较大，导致车头变

形严重，车上驾驶员腿部被卡死，所幸被

困人员意识清醒。为尽快解救被困人员，

消防救援人员决定采用液压破拆工具进

行施救，两名救援人员从窗口进入驾驶室

内使用液压扩张器、撑顶器等救援工具小

心翼翼对驾驶室进行撑顶扩张，车外救援

人员则使用破拆工具对车门进行破拆。

期间救援人员不断地查看询问被困人员

情况，防止救援工作造成二次伤害。

最终，通过内外救援人员的协力配

合，仅仅用时不到20分钟就成功将被困

人员救出。经现场医务人员诊断，伤者

左小腿受伤并发生流血现象，需要尽快

治疗，随后消防救援人员将其抬上担架

送上救护车前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

高速路车辆追尾司机腿部被卡
三亚消防20分钟救出被困者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陈敏)近日，文

昌市法院审理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

动案，陈某良、严某帅、莫某庆犯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分别被判处11个月

至8个月不等刑期，并处罚金6000元至

4000元。

2019年年底，严某帅在网上发现帮

人群发贷款短信可以赚钱，便在网上联

系了4个有群发短信需求的人，并约定

发出短信每条0.2 元。2020年 3月初，

严某帅与陈某良、莫某庆共同商量好为

他人发短信，获利平分。随后3人购买

了2部手机、数百张手机卡及多卡器等

作案工具，到文昌市文城镇各个水吧里，

向他人提供的手机号群发内容为网络贷

款、赌博等广告，每天群发短信约5000

条。严某帅还负责联系客户，与其结算

佣金；陈某良负责将用户发来的手机号

码资料导入3人的手机。同年5月底，莫

某庆退出，共计获利38295元。至案发，

严某帅、陈某良分别获利约55000元。

文昌市法院经审理认为，严某帅、陈

某良、莫某庆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

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广告推广，违法所

得共计148295元，情节严重，3人的行

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应予

依法惩处，遂作出上述判决。

帮人群发贷款短信谋利14.8万元
3男子分别被文昌法院判刑

三亚警方抓获一在逃人员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李业滨）7月

16日，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河东派

出所民警根据线索一举抓获一名在逃

人员。

当日15时许，三亚河东派出所接

到情报中心指令称：在逃人员符某波

入住临春河路一酒店。接报后，派出

所组织精干警力前往侦查抓捕，确认

情报线索属实后，一举将犯罪嫌疑人

符某波抓获。

经查，今年5月17日，符某波在海

口市龙华区某旅租内强奸一名女子后

逃离现场，被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

刑警大队列为网上追逃人员。根据相

关规定，该所依法将符某波刑事拘

留。目前，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乐东千家镇召开警示教育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陈太东)为了

强化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意识，严肃党

纪，近日，乐东黎族自治县千家镇召开

警示教育会，对新一届上任286名村

“两委”干部、村民小组组长、村务监督

委员成员开展警示教育，集中观看了

《勿以官小而不廉——乐东黎族自治县

千家镇抱梅村党支部原书记、村委会原

主任杨必雄腐败纪实》的警示教育片。

乐东举办行政执法业务培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陈太东）7月

16日，乐东黎族自治县举办2021年度

行政执法业务培训。

培训邀请了县政府法律顾问担任

主讲，从执法人员工作实际出发，围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修订内

容，通过新旧条文对照表，对修订背

景、立法目标等进行解读。

保亭检查运输行业消防安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连蒙 通讯员

李海英）7月13日至19日，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交通运输

局、县综合执法局深入在建公路项目、

客货运输企业、汽车维修企业、物流运

输企业、驾校等场所，开展消防安全专

项检查。此次检查旨在吸取全国近期

特大火灾事故教训，有效预防和遏制

重特大群死群伤火灾事故发生。

省三亚戒毒所开展禁毒宣传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麦文耀）7月

17日，省三亚强制隔离戒毒所联合三

亚市妇联、三亚市崖州区禁毒委等单

位，在崖州区梅山大社区开展禁毒宣

传进社区活动。民警通过多种形式向

社区群众传播毒品知识、拒毒小技巧、

防毒小窍门，提醒群众“珍爱生命 拒

绝毒品”。

省文联举办助残慰问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巍）7月16

日，一场主题为“乡村振兴齐步走”暖心

助残慰问活动在海口高坡村举行，省文

联、省作协和中国狮子联会海南代表处

西沙服务队，为高坡村29名残疾人送

来生活用品和慰问金，鼓励他们身残志

坚，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携手奋进。

我省开展医疗器械安全宣传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吕书圣）7月

19日，海南省2021年医疗器械安全宣

传周启动仪式在省药监局举行，本届

医疗器械安全宣传周活动于7月19日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活动主题为“安全

用械 创新发展”，将推进医疗器械产

业创新、高质量发展，普及安全用械知

识，更好地满足公众健康需求。

海口农商行一支部获评先进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李崇育 通讯

员秦娇）近日，海南省“两优一先”表彰

大会上，海口农商银行营业部党支部

获评海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该行纪

委书记、监事长、工会主席许论池获省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张星 通讯

员刘佳峰）日前，省检一分院对14个

党支部标准化建设情况、党史学习

教育及作风整顿建设年推进落实情

况三项工作开展一次全面检视，通

过以查促学促改，推动支部工作落

实和工作作风的转变。

7月中旬，按照省检一分院党组

部署，结合“查堵点、破难题、促发

展”活动要求，机关党委成立2个检

查小组，将党支部标准化建设细化

为 22 项、党史学习教育细化为 24

项、作风整顿建设年推进情况细化

为7项检查内容，通过查阅支部会议

记录本、个人学习记录本和询问等

方式，对照支部落实情况逐一评定

打分，汇总梳理形成《一分院党支部

标准化建设、党史学习教育和作风

整顿建设年工作综合检查情况通

报》。

在今年第二季度党风廉政建设

联席（扩大）会上，省检一分院通报

了14个党支部检查情况，列出清单，

要求各支部负责人针对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对号入座，制定整改措施，

抓好落实。切实通过“以查促学、自

查自纠”的方式，查清了堵点，又发

现了制约工作落实的难点，进一步

压实了责任，为下一步破解难题、促

进工作发展明确了方向。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宋飞杰
通讯员王少勇）7 月 15 日上午，白

沙黎族自治县公安局召开“控发

案、多破案、压事故、防事件”暨近

期重点工作推进会，总结该局“控

发案、多破案”专项行动、新一轮禁

毒三年大会战、创建“枫桥式公安

派出所”、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等 11 项重点工作，全面分析

各项重点工作开展的堵点、难点问

题，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开展方

向和举措。

会议强调，全体领导干部要持

续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紧

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大力深化公

安“放管服”改革，坚持不懈推进执

法规范化建设，不断完善各项便民

利民服务项目的硬、软件设施和运

行机制，全面结合实际，创新推出

“打防管控服”工作举措，全面筑牢

社会面治安防控体系，深化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工作成效，不断推出“我

为群众办实事”工作新举措。

会议要求，要在全面深入总结

公安近期11项重点工作的基础上，

深入剖析主客观原因，进一步强化

务实思想，主动分析本辖区治安形

势，重点开展各项重点工作的前期

基础核查工作，多举措推出应对策

略，全力推动各项重点工作取得实

际成效，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白沙公安局部署近期重点工作

多举措推出应对策略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陈超超 通

讯员林柏荣）7月19日，海口海关统

计显示，上半年，海南货物贸易进出

口585.1亿元，同比增长46.1%，增速

较1-5月提升7.6个百分点。其中，

出口 141.3 亿元，增长 1.9%；进口

443.8亿元，增长69.5%，增速居全国

第5位。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由降转增，对欧盟进出口成倍增

长。上半年，海南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进出口167.4亿元，由1-5月

的下降8.7%转为增长5.2%，占全省

进出口总值的28.6%。其中，对东盟

进出口108.4亿元，下降15.2%，降幅

较1-5月收窄6.9个百分点，占全省

进出口总值（下同）的18.5%。同期，

对欧盟进出口 101.1 亿元，增长

145.2%，占17.3%；对英国进出口35

亿元，增长72.7%。

民营企业进出口持续旺盛，外

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降幅继续收窄。

上半年，海南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32家，达到854

家，增长63.6%。其中，民营企业进

出 口 260 亿 元 ，增 长 135.1% ，占

44.4%；国有企业进出口179.1亿元，

增长 87.6%，占 30.6%；外商投资企

业进出口145.5亿元，下降24.9%，降

幅较 1-5 月继续收窄 10.6 个百分

点，占24.9%。

据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出

口增速明显快于总体，对外开放平

台对进出口促进作用明显。上半

年，海口综合保税区进出口137.6亿

元，增长146.2%，占全省进出口总值

的23.5%；洋浦保税港区进出口83.5

亿元，增长13.2倍，占14.3%。两者

进出口增速均显著快于全省总体增

速，对同期全省进出口增长的贡献

率分别高达44.3%和42.1%。

消费品进口成倍增长。上半年

海南进口消费品214.7亿元，大幅增

长140.5%，占同期全省进口商品总

值的 48.4%。其中，进口化妆品

123.6亿元，增长105.9%。

上半年海南外贸增速持续加快

消费品进口成倍增长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陈超超 通

讯员符晓虹）7月19日下午，记者从

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查帕卡”已

于19日 17时加强成为强热带风暴

级，17时中心位于距离广东省阳江

市东南方向约125公里的南海北部

海面上。

据监测，今年第 7 号台风“查

帕卡”（热带风暴级），已于19日 17

时加强成为强热带风暴级，17时中

心位于北纬21.1 度、东经112.9 度，

也就是在距离广东省阳江市东南

方向约 125 公里的南海北部海面

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0 级（25

米/秒）。

海南省气象台预计，“查帕卡”

将回旋或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加强，

22日后，“查帕卡”路径可能南落影

响海南岛。

海洋方面，预计受“查帕卡”和

季风云系共同影响，19日夜间到22

日白天：海南岛文昌、琼海到万宁一

带海面，偏西风 5-6 级，阵风 7-8

级；海南岛临高、澄迈到海口一带海

面，西北风5-6级，阵风7级；北部湾

海面，海南岛陵水、三亚到儋州一带

海面，偏西风5级，雷雨时阵风7-9

级；西沙、中沙群岛附近海面，西南

风5级，雷雨时阵风7-9级；南沙群

岛附近海面，西南风5-6级，雷雨时

阵风7-9级。

陆地方面，预计19日夜间到20

日白天，海南岛北部，多云，局地有

雷阵雨，最低气温 26-28 度，最高

气温 32-34 度；中部，多云有雷阵

雨，最低气温 23-25 度，最高气温

33-35度；东部，多云，局地有雷阵

雨，最低气温 25-27 度，最高气温

34-36度；西部，多云有雷阵雨，最

低气温 25-27 度，最高气温 32-34

度；南部，多云有雷阵雨，最低气温

25-27 度，最高气温 33-35 度；西

沙永兴岛，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

转偏西风 5级，气温：28-32 度；中

沙黄岩岛，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

西南风 5级，气温：27-31 度；南沙

永暑礁，阴天间多云，西南风6级，

气温：25-31度。

“查帕卡”昨加强
为强热带风暴级
22日后，“查帕卡”路径可能南落影响海南岛

省检一分院机关党委以查促学促改

推动工作作风转变
琼中法院建立院长与法官一对一沟通交流机制

帮助解决办案工作难点堵点

生命接力 献出大爱
四川一男子海南捐献人体器官让5人重获“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