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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疫情防控

一线

简讯

公 告
兹有一女童于2015年 8月 28

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卫生院

内被捡拾，捡拾人向辖区派出所报

案后查找不到生父母，现请该女童

生父母或其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持有效证件前来认领，逾期

将依法安置。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98-83310996

陵水黎族自治县民政局

2021年9月14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琼 0105 民初 3162 号

高铁军：

本院受理原告王茀帅诉被告高

铁军、焦作市顺通达运输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焦

作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变更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21年

11月 17日上午 9:00时在本院第

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公 告
女婴，姓名不详，于 2020 年 9

月 5日晚 23时在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新星农场一区三队胶站内，

捡拾一名女婴，该女婴被一条粉

红色毛巾被包裹着,头戴粉色帽

子,脸有胎记,请该女婴的生父母
或其他监护人于公告之日起60天
内持有效证件过来认领，逾期女
婴 将 被 依 法 安 置 。 联 系 电 话 ：
83666051。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政局
2021年9月14日

遗失声明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工会委员会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9841502）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网格员帮助留守老人挑柴回家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陈超超 通讯
员刘晓惠）近日，省教育厅出台文件，就

进一步规范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学籍和

资助管理工作提出要求，明确将对套取

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或中职资助资金

的组织和个人严肃处理。

我省将建立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资

质年检制度，每年春季学期开学前，各

市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通过中等职

业学校管理信息系统并结合线下审查，

对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资质进行年检并

公示。对年检不合格且拒不整改的学

校，缩减其招生计划，暂停新生学籍注

册，直至停止招生；对不具备中等职业

学历教育办学资质的学校和未经办学

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中职异地

分校、办学点，要坚决取缔招生资格。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各校要严格把

好资助申请关、严格核查资助名单，教

育部将定期开展中职学生资助名单与

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技工学校、普通高

等学校学生学籍信息核查比对工作，并

通过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向各

地各校下发查重比对名单，省教育厅将

根据教育部下发的比对名单对各市县

各学校进行核查。各市县各学校应结

合日常管理，逐级逐人开展核查，确保

每位受助学生在籍在校，及时删除不符

合资助条件的受助学生信息，坚决杜绝

重复资助。

对招生过程中的违规违法行为、注

册“双重学籍”、不及时维护中职学籍和

资助系统数据等行为，对套取义务教育

“两免一补”或中职资助资金的组织和

个人，省教育厅将以零容忍态度严惩，

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董林）“老

妈，快放下，给我挑……”9月 14日，

东方市八所镇高排村网格员朱琼丽和

文春在网格片区巡查时，遇到本村姓

高的老人挑着装满柴火的担子步履艰

难地走在路上，立即上前并立刻接过

担子，挑起来一直送到老人的家里。

网格员在与“老妈”聊天中，得知

老人有4个儿女，其中一个女儿就嫁

在隔壁村，经常回来照顾老人，其他儿

女都在外定居，因工作关系不能经常

回来。老人家日常也是闲不住，在田

里种点菜，去山上砍点柴自给自足、煮

饭做家务，就想着减轻儿女们的负担，

让他们在外安心做事。

送到家后，两人帮老人把柴火摆放

好、打扫庭院。两人在告别时，告诉老

人说：“老妈，您年纪大了，要注意自己

的身体，不要再一个人到那么远的地方

砍柴，儿女知道了也会担心，家里要是

有重体力活就叫上我们来帮忙做。”说

完话，两人又开始去巡查网格片区。

留守老人的儿女们外出务工不

能经常陪在父母身边，网格员时常去

走访看望老人们，帮忙整理家务、打扫

庭院，陪老人们唠家常，了解老人所

需，及时给予解决帮助，以实际行动关

爱温暖高龄老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李业滨 通讯
员陈俊锐 谭婕）9月 14日，记者从三

亚市公安局获悉，自“断卡行动”开展

以来，三亚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积极联

合辖区各银行建立警银联动机制，形

成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合力。

近日，三亚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天

涯分局新风派出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

三亚中心支行、交通银行破获一起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抓获犯罪嫌

疑人一名。

9月 6日 18时许，涉电诈嫌疑人

吴某彬在迎宾路交通银行办理业务

时，银行系统页面突然弹出预警信息，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三亚

市公安局反诈中心、中国人民银行三

亚中心支行，同时采取引导嫌疑人填

写相关单据等方式，稳住嫌疑人，争

取时间。接报后，反诈中心立即指令

新风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将嫌疑人

吴某彬控制，并依法传唤回派出所接

受调查。

经查，今年6月，吴某彬通过微信

好友“小牛”得知，向他人售卖一张银

行卡可以获得1000元报酬，于是办理

了5张银行卡，并在“小牛”的介绍下，

将银行卡出售给他人获利5000元。后

吴某彬的5张银行卡被不法分子用于

电信诈骗。

经讯问，吴某彬对其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

前，天涯分局依法对吴某彬处以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杨春梅）9月
14日，记者从五指山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获悉，该局开设“未办成事协调服务

窗口”，以领导班子轮流值班，想方设

法帮助群众和企业把事办成、办好，打

通审批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近日，五指山市政务服务中心来

了一位心急如焚的刘女士，她把自己

的护士执业证弄丢了，不知如何去申

请新证，在大厅也没有看到有申请相

关证件的服务窗口。情急之下，刘女

士找到“未办成事协调服务窗口”求

助。经过现场工作人员及时协调沟通

并提供辅导，刘女士很快在网站上申

请补办相关证件了。事情办好后，刘

女士对“未办成事协调服务”窗口工作

人员表达感谢。

据该局负责人介绍，今年5月份，

该局创新设立“党员服务窗口”，受理

群众反映的疑难问题。今年7月底，该

局在原有的“党员服务窗口”基础上，

重新设立了“未办成事协调服务窗

口”，解决群众和企业代表反映的各种

疑难问题。

目前，该窗口不仅提供现场咨询

及引导，实现疑惑有人答、一次知，办

事难点、堵点有“出口”，还畅通企业和

群众投诉渠道，协调解决在政务服务

窗口办理、审批服务事项过程中非因

企业、群众自身原因未能实现成功办

理、成功审批等有关问题，请群众面对

面“吐槽”，收集群众、企业办事难点和

堵点，集中处理和解决群众和企业在

办事过程中遇到的“疑难杂症”，想方

设法帮助群众和企业把事办成、办好，

打通审批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五指山开设“未办成事协调服务窗口”

请群众面对面“吐槽”

在银行办业务系统突发预警
一男子办5张银行卡供他人诈骗被三亚天涯警方刑拘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杨希强 通
讯员蔡莉）因寄存物品费用问题一言

不合就开打，男子王某将苗某打成轻

伤。记者获悉，近日，海口市龙华区

法院公开宣判这起故意伤害案，被告

人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

据介绍，2月27日20时许，王某

和苗某在海口龙华区某旅社门口因

寄存物品费用问题发生纠纷，王某用

拳头殴打苗某头部，苗某摔倒在地，

王某又用脚踹了苗某胸部两脚。苗

某报警后，王某在原地等候，民警到

达现场后将王某抓获，王某对殴打他

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海口市

龙华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苗某的

伤情鉴定，评定为轻伤一级。

龙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故

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轻伤，其行

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王某殴打苗

某的头部、胸部等要害部位，可酌情

从重处罚。王某明知他人报案而在

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到案后如

实供述罪行并自愿认罪认罚，系自

首，依法可从轻处罚。根据本案被告

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其行为

对社会的危害程度，龙华区法院依法

判决被告人王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

寄存物品起纷争开打
一男子故意伤害被判刑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巍）9 月

14日，针对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新冠

肺炎疫情持续发展并出现外溢省内

其他市县疫情的情况，海口市疾控中

心发出疫情防控提醒。

据了解，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等

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来（返）海口的人

员需开展14天集中隔离（从离开中、

高风险地区算起），并于第1天和第

13天分别采样进行免费核酸检测，隔

离期满核酸检测阴性后，再进行7天

的居家健康监测，结束时再进行1次

免费核酸检测。

对福建省莆田市、泉州市、厦门

市等涉疫区来（返）海口的人员需凭

48小时内两次（间隔24小时）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通行。仅持有1次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的，抵海口后在口岸进行

第2次核酸检测，居家等待结果；未持

有核酸检测证明的，抵海口后在口岸

进行1次核酸检测，居家等待结果，个

人做好健康管理，1天后自行前往采

样点开展第2次检测，居家等待结果。

8月26日以来有福建省莆田市、

泉州市、厦门市旅居史的人员，请主动

向居住地所在社区、居（村）委会报告，

联系开展1次核酸检测、居家健康监

测等健康管理工作，间隔24小时后做

好个人防护，自行前往采样点再次开

展1次核酸检测。对于14天内从福建

省非涉疫地区来（返）海口的人员，倡

导个人主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巍）记者9

月14日从省旅文厅获悉，为加强对全

省旅馆业管理，提升旅馆业服务质

量，方便政府各部门及时掌握全省旅

馆业数据等信息，我省近期将正式启

用全省旅馆业管理信息系统。

据了解，该系统跳出了传统管理

系统的边界，以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

加强全省旅馆业管理，以数字化推动

我省旅馆业服务质量提升，以数据整

合服务于经营和投资。

该系统主要填报对象为依法取

得治安、消防、卫生等有关行政许可

并办理营业执照，且向市、县、自治县

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备案的旅

馆。该系统涵盖信息上报、信息管

理、统计展示、数据接口等四个主要

管理功能。

据悉，该系统预计10月1日正式

启用。

我省将启用全省旅馆业管理信息系统

提升旅馆业服务质量

我省规范中职学校招生、学籍和资助管理工作，严肃处理套取
资助资金的组织和个人

核查发现问题移交纪检机关

陪老人唠嗑 解老人所需
东方网格员传递特殊“孝心”

我省举办邮政行业技能大赛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陈超超 通

讯员曾文）9 月 13 日，2021 年海南省

邮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三届全

国邮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海南省选

拔赛在海口市举办，大赛由省总工

会、省邮政管理局、省快递行业协会

等共同组织。

竞赛共有来自邮政管理系统五个

辖区企业组成9家品牌企业代表队，共

46名参赛选手参加。

海口检查校外培训机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黄君）9月12

日下午，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

局、秀英区教育局、秀英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公安局等部门联合对秀英区的5

家托管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专项检查。

据了解，此次检查发现，有3家机

构涉嫌未经批准违规办学，涉及学生人

数达350多名。执法人员现场对这3

家机构当场作笔录并现场固定了相关

证据材料。

文昌拆解70艘“三无”船舶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陈瑜）9月 9

日下午，文昌市召开第三批“三无”船

舶集中拆解现场会，两台机械对文昌

海域依法查扣的 70艘“三无”船舶进

行拆解。

截至目前，文昌本地“三无”船舶

总数为2466艘，已完成清理整治655

艘，其中列管1811艘，注销6家、停业

整顿2家修（造）船厂。

海口美兰区开展宣讲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何海东 通讯

员王聘钊）9月 13日，海口美兰区“听

党话、感恩党、跟党走”宣讲活动走进灵

山镇仲恺村，众多村民参与。

据了解，宣讲活动将陆续走进大

致坡镇、三江镇、演丰镇等地.

白沙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宋飞杰 通讯

员王少勇）近日，白沙黎族自治县公安

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城北派出所到该

县牙叉实验学校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

活动。

该大队副大队长符德景、城北派

出所所长陈伟结合近年来该县发生在

中小学生身边的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案

例，列举了中小学生常见的各类交通违

法陋习和不文明行为，告诫同学们要珍

爱生命，从自身做起。

保亭多部门检查消防安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连蒙 通讯员

李海英）9月14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牵头，联合多

部门开展为期一周“三合一”场所及沿

街商铺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据统计，截至目前共检查23家生

产经营场所，发现消防隐患52处，现场

整改36处。对16家存在“人货混居”

消防安全隐患的商户，由辖区派出所进

行督促整改落实，不能整改的，将由派

出所依法予以处理。

海口秀英消防开展排查整治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连蒙 通讯员

李志明）9月13日，海口市秀英区消防

救援大队深入辖区仓储物流企业开展

消防安全检查工作，切实做好仓储物流

企业火灾防控，全面提升仓储物流场所

的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检查中，大队检查人员重点对违

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企业

进行细致检查，针对发现违规使用易燃

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企业，进行批评教

育和提出针对性指导建议，下达责令改

正通知书要求其进行整改。

海口市疾控中心发布疫情防控提醒

福建莆田来（返）海口人员
需14天集中隔离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许光伟 林
鸿河 马宏新）9 月 14 日，记者从儋

州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

公室获悉，根据法院判决，儋州市公

安局将依法拍卖一套涉案房产，原

起 拍 价 462.16 万 元 ，现 起 拍 价

369.72万元，降价93万元，竞买保证

20万元。

拍卖将于2021年9月22日10时

起拍（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平台

进行竞价公开拍卖。

地址：儋州市那大镇新世纪小区

G3、G17号土地，面积 560㎡及地上

房产面积443.54㎡。

儋州公开拍卖一套涉案房产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黄君）9月14

日，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发布关于

EMC投资平台诈骗案查找受害人时

限的公告，呼吁相关受害人速到指定

地点报案，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4月 13日，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

局成功侦破了EMC投资平台诈骗案，

犯罪嫌疑人黄某根、沈某霞、刘某等人

已抓获归案，部分犯罪嫌疑人目前在

逃。该案件涉及全国多名受害者，经

开展深入调查，目前龙华分局已对部

分受害人完成了调查取证工作，但仍

有许多受害人未到公安机关报案。

龙华分局在此正式向社会发布公

告，呼吁EMC投资平台诈骗案所有受

害人，从发布公告之日起至9月26日

止，速到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报案，

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请看到本公告

者相互转告，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逾期未配合公安机关取证

者视为自动放弃权利，由此产生的法

律后果自行承担。

联系单位：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

局经侦大队

联系地点：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

南沙路45号龙华公安分局经侦大队

联系人：吴警官

联 系 电 话 ：0898- 66599211

18689656979

海口警方侦破EMC投资平台诈骗案

呼吁受害人速来报案配合取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