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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许光伟 林
鸿河）洋浦禁毒办近日组织民警对汉

地阳光、汉地流体等5家易制毒化学

品使用、运输企业开展执法巡查，增

强企业安全意识，提高对易制毒化学

品企业的监管水平，坚决从源头上杜

绝易制毒化学品漏管、失控、流入非

法渠道等情况发生。

检查中，民警认真询问企业负责

人，翻阅台账，检查库存情况，详细了

解各企业对易制毒化学品管理人员

的工作分工、操作模式、进出货流程、

使用情况等，实地检查库房化学品的

库存情况以及安全防范措施。就如

何更好地做好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工

作，民警要求各企业要紧绷安全意识

这根弦，严格按照易制毒化学品管理

规定，对易制毒化学品采取单独房间

存储，安装防盗门、监控设施、保证双

人双锁，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

位，还要加强备案管理、信息上报、系

统维护等工作。

洋浦禁毒办检查易制毒化学品使用、运输企业

从源头杜绝流入非法渠道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张星 李传敏）
清晨，薄雾弥漫，小胡就已经起床了，上

山给已经开花的槟榔除完草，又帮父母

把割好的橡胶水运回家，这一轮下来就

差不多到中午了。从今年5月至今，小

胡的生活几乎天天如此。

小胡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

镇干磉村委会留山坡村人，2017年因酒

后参与一起打架斗殴，去年12月份到

案，被判处8个月刑罚缓刑1年，现在是

和平镇辖区的一名社区矫正对象。

8月 12日上午 11时，小胡下山回

到家，一脑门儿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淌，

浸湿了他那件粉红泛灰的T恤，黝黑的

右手小臂上还留着一条十几公分长淡

淡的血印。“去锄槟榔草，被树根划的。”

小胡说，“我现在每天帮父母干农活，很

少出去跟朋友喝酒了。”

“现在和平辖区还有 18名社矫对

象，我们每个月都要逐个入户调查，记

录他们的行动轨迹，思想变化。”琼中县

司法局和平司法所负责人王桂萍告诉

记者，小胡就是其中之一，他比以前懂

事了，知道帮父母分担农活，更加踏实、

勤劳。

说起小胡的变化，他的父亲感受最

深。他说，以前经常三五好友聚堆儿喝

酒玩乐至三更半夜的小胡，现在每天帮

忙割胶收胶，家里还有1000来株槟榔，

也是他在帮忙。“现在我们年纪大了，他

算是养家主力了。”小胡父亲欣慰地说。

王桂萍介绍，针对18名社矫对象，

司法干警进行分类管理，组织社区公益

劳动，组织观看教育纪录片等，并要求

社矫对象在没有特殊情况下，不得外出

到其他市县，不准参与非法赌博、涉黑

涉恶、涉黄等违法行为。社矫对象每天

还要在微信群里汇报自身情况。

“及时掌握社矫对象情况很有必

要，他们有无思想波动、有无动态变化，

我们都要及时跟进，帮教措施才能做到

有的放矢。”王桂萍说。

据了解，除了逐人走访，和平司法所

每月还对社矫对象开展集中教育学习。

6月23日上午，和平司法所联合2

名省新成监狱派驻警官对18名社矫对

象进行集中法治宣讲，并要求社矫对象

要牢固树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

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要自觉矫正不

良的行为，服从管教，尽早回归社会。

王桂萍表示，和平司法所始终把思

想教育、法治教育、道德教育作为对社

区矫正对象的法治课，取得了很好的成

效。今年以来，和平司法所共组织集中

学习教育288人次，集中公益劳动教育

288人次，逐个入户走访144人次。

小胡说：“还有几个月我的刑期就

满了，我一直都在好好表现，现在政府

的政策好，我在想，该如何扎根农村，发

展产业，希望我的生活越来越好。”

琼中和平司法所“集中帮教+入户调查”

做社矫对象“心灵引路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李业滨）8月
16日，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荔枝沟

派出所救助一名误喝农药的女子。

当天，荔枝沟派出所路管员林志

卿、施长坤在三亚技师学院红绿灯处执

勤时，一辆出租车停在他们面前，司机

称，车上有个女子不慎服用农药，需要

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此时正处下班高峰期，车流量较

大，为保障该女子尽早得到救治，路管

员驾驶警用摩托车给予通行保障，护送

该出租车至三亚市农垦医院急救室。

经向该女子家属了解得知，误服农

药的女子叫董某桥，住荔枝沟红花村，

在水稻地里打农药的过程中，因口渴随

手就拿了一瓶农药喝了两口，才发现不

对劲。

目前，该女子生命体征平稳。

一女子误把农药当水喝下
三亚荔枝沟派出所路管员紧急护送至医院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宋飞杰 通讯
员王少勇）“我们白沙的群众是好样

的！”8月 17日，白沙黎族自治县公安

局牙叉派出所所长王刚向记者介绍了

该县一男子面对捡到的10万现金，不

被诱惑，与警方接力找到失主的故事。

8月11日 16时许，牙叉派出所接

到一位周姓男士的电话称，他在桥北路

段公路上捡拾到一捆现金，请求警方找

寻失主。接警后，值班民警迅速赶到现

场。经现场清点，民警发现周某捡拾的

现金均为100元面值，总计10万元。

正当民警走访调查时，该所值班

室接到一名郑姓男子报警，称其刚在

银行提取的 10万元现金丢了。值班

民警反复核对郑某的银行提取票据和

骑行路线后，确认郑某为失主。

据值班民警介绍，郑某为白沙牙叉

镇人。当天，郑某在银行提取了13万元

现金，提取的现金用一白色袋子装好放

置摩托车尾箱，但未上锁。当郑某到达

目的地后发现现金丢失，焦急万分，沿

路找寻无果后，向派出所报警求助。郑

某称该笔现金为救命钱。而周某路过

发现路上遗失物为现金时，还在现场等

了一段时间。

在派出所，郑某见到失而复得的

现金开心不已，对周某和民警连连致

谢，并拿出部分现金向周某表示感谢，

但周某婉言拒绝后便匆忙离开。

捡10万元现金，白沙一男子与警方接力归还失主获赞

“白沙群众好样的！”

屯昌法院执结一起赔偿
执行案件

维护胜诉当事人
合法权益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蒙职宇 通
讯员陈晓萍）屯昌县法院近日成功执

结一起赔偿执行案件。

据了解，2018年12月，钱某与李

某因李某家新建房屋宅基地一事产

生矛盾纠纷，双方互殴，钱某遂起诉

至屯昌县法院。经审理，法院判决李

某赔偿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

助费、护理费、交通费等费用共计

13609.04元，并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

务利息。2019年 12月判决结果出来

后，李某分文未给。2020年 12月 29

日，钱某向屯昌县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屯昌法院于 2021 年 1 月 5 日立

案执行。

执行过程中，承办法官通过执行

系统网络查控功能对李某名下财产进

行查询，并冻结其名下存款账户，线下

前往民政局查询其婚姻关系，均未能

查找到可供执行财产线索。查找未果

后，承办法官多次打电话做李某的思

想工作，向其分析并释明拒不履行法

院判决义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督促

其尽快履行义务。在法官坚持不懈的

努力下，近日，李某全额偿还。至此，

赔偿款执行到位，切实维护了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连蒙）记者8

月17日从省纪委监委获悉，东方、保

亭2名干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

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东方市农业综合建设服务中心

原主任陈祥彪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

前正接受东方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教育局党

委书记、局长孙贻垂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接受保亭县纪委监委纪律

审查和监察调查。

东方保亭2名干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季）8 月

16日，澄迈县律师行业基层党组织纪

律作风整顿会召开。澄迈县委政法

委副书记张运端主持会议。

会议要求，要充分认识律师行业

抓党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党员律师

要不断加强政治学习，遵守政治纪

律、政治规矩，始终把政治纪律挺在

前面，不断提升“政治三力”。要积极

开展警示教育，注重以案释法，用身

边事教育身边人，增强拒腐防变能

力。要经常自省自警，遵守行业规

范。要将纪律作风建设与党建工作、

业务工作统筹部署，避免出现“两张

皮”，通过强党建、守纪律、转作风，进

一步增强党员律师党性意识。要注

重党建活动内容，开展丰富多彩的党

员活动，不断增强党员身份的认同感

归属感。要抓实业务工作，提升业务

能力，树立律所品牌。要着力打造一

支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

的律师队伍，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是履行律师职责的基本遵循，有意

识地将本职工作围绕党和政府的中

心工作开展，在乡村振兴、基层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法律援助等方面发挥

应有的作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把握好大局方向，要办“良心案”。

澄迈整顿律师行业基层党组织纪律作风

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增强拒腐防变能力

近日，万宁市龙滚镇居民谢先生悬

了近一个月的心终于放下来了，因为就
在8月 10日，万宁市公安局龙滚海岸
派出所民警告诉他，上个月潜入他家的
盗贼已经被警方抓获了。

8月 15日，记者从龙滚海岸派出
所了解到，不到一个月时间里，龙滚镇
文渊、凤园、河头、排园等村委会村民家
里接连发生入室盗窃案。万宁警方发

挥连续作战精神，于8月9日成功抓获

这名盗窃嫌疑人。

村民家凌晨遭遇盗贼

7 月 12 日凌晨 2 时左右，龙滚海

岸派出所接到家住龙滚镇人民街的谢

先生报警称，当天凌晨1时左右，他起

床准备小解，迷糊中发现家里二楼阳

台上有个黑影，他当时以为是家人，就

问“谁呀”，但那个黑影转身就跑，一下

子从阳台上消失了。他赶忙打开所有

的灯，并把家人叫醒一起搜寻那个黑

影，但是没有找到。他们一家人发现，

除了一包香烟外没有丢失其他东西。

接到报警后，龙滚海岸派出所民警

很快赶到现场。

据谢先生说，这是他家第二次遭

贼，事发上周也遭遇过一次，因为没有

丢失东西，所以没有报警。

民警调看谢先生家的视频监控发

现，凌晨1时左右，盗贼摸进谢先生家，

过了几分钟便匆匆忙忙从其家里逃出

来。

随后，民警将盗贼图像截图，拿着

照片走访调查。同时，龙滚海岸派出所

安排民警和义警，加强辖区夜间巡逻。

此后大半个月内，辖区没有类似案

件发生。

连续发生入室盗窃案

就在警方展开侦查时，龙滚辖区又

连续发生入室盗窃案。

7月 31日，文渊村委会村民梁先

生向派出所提供了一段录像，这是安装

在梁先生家围墙外面监控拍到的。录

像显示，当天凌晨3时左右，一名男子

在梁先生家围墙外左右张望，又在围

墙外走了两个来回，而后尝试爬上梁

先生家的围墙，因为围墙较高便放弃

了，然后消失在黑夜中。因为没有灯

光，视频监控未拍到该男子较为清晰

的人脸特征。

8月3日凌晨1时左右，还是在文

渊村委会，村民陈先生家被盗，丢失现

金300余元。陈先生家装的视频监控

把作案过程拍了下来。当天凌晨1时

50分，距离陈先生家约4公里的凤园村

委会邓女士家被盗现金2000多元。邓

女士家也装有视频监控，拍到盗贼翻墙

进入她家的画面。

8 月 5 日，河头村委会陈先生早

上起床时发现 2条香烟不见了，他赶

紧查看家里的视频监控发现，当天凌

晨 2 时 30 分左右，盗贼翻墙进入家

里。陈先生了解到同村王先生家被

偷了一辆摩托车。陈先生和王先生

一合计，赶紧到派出所报案。

为了尽快侦破案件，龙滚海岸派出

所将情况向万宁市公安局汇报。万宁市

公安局指派技侦、刑侦等部门与龙滚海

岸派出所一起展开侦查。

“夜行独盗”终被擒

根据几个村民家的监控录像资料，

警方研判是同一个人作案。案发的这

些村委会距离龙滚镇中心位置都不超

过5公里。警方判断嫌疑人应是居住

在龙滚镇范围内，极大可能是步行到作

案现场。

民警把监控中拍到的嫌疑人图像

经过技术处理后，加大走访调查力度。

果然，有群众经过辨认后说见过嫌疑

人，是一名居住在龙滚镇从事菠萝种植

和采摘工作的外省务工人员。8月 9

日，警方结合技术手段锁定目标嫌疑

人。经查，嫌疑人张某国（云南昭通人，

今年38岁）曾经因为吸毒被当地警方

打击处理过，一年多前来到龙滚镇务

工。

8月9日下午6时，在张某国租住

处民警将其抓获。

经过审讯，张某国对所作案件供认

不讳，供述这段时间共入室盗窃8起。

据张某国交代，前段时间，他工作

中将手弄伤，一直未能务工，没有了经

济收入来源，于是就动了盗窃的念头。

他没有交通工具，选择的作案目标都是

距离居住地比较近的村庄。他事先没

有踩点。凌晨1时左右，他步行到附近

村委会，找围墙比较矮的人家翻墙进

去，翻找到现金或者烟酒之类的财物就

随手带走。

河头村委会王先生家被盗走的摩

托车，张某国骑到半途因为掉到坑里损

坏后，就丢在路边的小树林里。经张某

国指认，警方找到这辆摩托车。盗到的

烟酒，张某国留着自用，现金挥霍一空。

目前，张某国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深夜翻墙入室行窃8起
一男子涉嫌盗窃被万宁警方刑拘

■本报全媒体记者李崇育

（上接 1 版）李想表示，所谓的“引
流”就是通过在网上专门为诈骗分

子和诈骗集团收集潜在受害人个人

信息。

“看似是帮助股民投资，实际上

只要股民把钱充进APP里就拿不出

来了。”李想说，“官方APP都是经过

认证的，大家不要去扫陌生提供人的

二维码或点击链接下载APP。”

发布虚假招嫖信息骗钱
3名嫌疑人被警方抓获

8月 8日 19时许，该大队民警根

据情报线索，在龙华区恒大文化旅游
城某房内查获一个电信诈骗犯罪团
伙，抓获姚某、莫某山，并在琼山区高
登西街某台球厅内抓获该团伙头目
林某攀，扣押作案手机12部、电脑3
台。

“这些犯罪分子的年龄并不大，
他们根据当下最流行的话语话术，还
有一些网红图片，虚假招嫖实施诈
骗。受害人的年龄也不大。”该大队
民警占伟宏介绍说，受害人即使意识
到被骗，多数还是会选择不报案。

经审讯，3名犯罪嫌疑人对其通

过发布虚假招嫖信息实施诈骗的违法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了解，今年5月至今，林某攀等

3 人通过电信网络诈骗获利 1.5 万

元。目前，上述3名犯罪嫌疑人均被

龙华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深挖调查中。

涉嫌“两卡”违法犯罪
6人被警方一举抓获

8 月 9日，该大队查获一个涉嫌

“两卡”违法犯罪的团伙，抓获6名犯

罪嫌疑人。

当天14时许，该大队反诈专业队

接到辖区银行举报线索称，有一名可

疑男子正在办理新储蓄卡，该男子此

前有银行卡因涉及电信诈骗案件已被

封停，特向公安机关报告此情况。

接报后，反诈专业队民警立即赶

到相关银行将该男子抓获。经突击审

讯，男子如实交代出一名“收卡上

家”。于是，民警顺藤摸瓜，在龙华区

山高村蓝天公寓某房内一举抓获王某

清、王某明、吴某明、梁某、梁某海、吴

某清等6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扣押银

行卡8张、手机8部、现金1.5万元。

经调查，上述犯罪嫌疑人中，有3

人系“收卡”团伙上层人员，其余3人

为卖卡人员。当天，上述6人在房内

正在进行贩卡交易。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破案破案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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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人指认被盗摩托车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张星 通讯
员皮胜利)8 月 16日，省检一分院组

织新提拔任用的处级干部任前集体

廉政谈话。

会上，省检一分院检察委员会专

职委员冼心明宣读6名处级干部的任

命决定。随后，本次提拔任用的6名

干部作表态发言。

省纪委监委派驻省检察院纪检监

察组副组长赖绍辉结合自身工作经

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的现状，对新提拔任用干部提出，要进

一步学深悟透业务知识，使工作能力

更上一层楼；要进一步端正三观，使工

作热情更上一层楼；要进一步加强廉

洁自律，使优良作风更上一层楼。

对新提拔任用干部，省检一分院

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郭慧丽提出，要

讲政治，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要强担当，强化担当意识，勇于担当、

敢于作为。要重廉洁，要切实守住廉

洁底线，不碰触高压线。

讲政治 强担当 重廉洁
省检一分院组织新提拔任用干部任前集体廉政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