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吕书圣 通讯员
吴佳仪 菅元凯）今年第 18 号台风“圆

规”于10月13日15点40分在琼海市博

鳌镇沿海登陆。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全面

进入战斗状态，迅速深入一线，截至10

月13日下午5时，出动警力近万人次，出

动车辆5000余辆、船只数十艘，全力抗

击台风“圆规”。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强值班

备勤，各市县公安局严格落实领导带班

制度，确保24小时在岗在位。全省各市

县公安局一把手在台风来袭时在职在

岗，动员全警全力以赴，科学部署应急救

援机动警力，第一时间投身抢险救援战

斗。

据了解，各地及海岸总队各支队全

力协助政府相关部门，及时通知并督促

可能受影响海域作业的渔船回港避风，

加强港内安全管理，清点在册渔船，适时

转移撤离渔排上的养殖人员、渔船上的

渔民。同时，协助做好居住在危房、临时

工棚、低洼易淹区、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

的人员，特别是农村“老、弱、病、残、幼”

人员的转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13日 11时 20分许，一辆小轿车途

经海口海甸岛人民大道肯德基路段时

被倒地大树砸中致交通拥堵，海口交警

美兰大队海甸中队民警李国贤立即组

织警力救援，驾驶员无大碍。辅警刘广

祺、黄建铭、唐惠宙等人用砍刀清理堵

路树枝，疏导受堵车辆并协助园林快速

清理大树，恢复路面交通。万宁市公安

局交警、巡警防暴警、派出所等组织警

力，深入水库、低洼地带等加强巡查，动

员群众做好防御台风工作，并深入各道

路巡逻，清除路边折断树枝，确保道路

交通安全畅通。

各级公安机关进一步强化城区和受

灾区域的社会治安防控，重点加强要害

部门和重点单位的安全保卫，加强对群

众转移后的住所和渔船的保护。交警部

门提前发布防风预警，加强城区重点路

段以及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的交通巡

查，加强积水路面和损坏道路的交通管

控，防止发生大面积道路交通堵塞。机

场、港航公安机关落实机场、港口、车站

等重点部位的安全防护措施和秩序维护

工作，提前开展安全检查，及时排除安全

隐患、确保安全。

狂风暴雨中他们逆风前行
我省公安机关坚守抗击台风“圆规”最前线

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第四支队民警协助渔民上岸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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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书写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新篇章书写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新篇章

与自贸港法治建设同行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记者
任沁沁）记者13日从公安部获悉，自

今年10月20日起，在全国第一批推

广应用基础上，驾驶证电子化公安

交管便利措施将在太原、沈阳、哈尔

滨等110个城市第二批推广应用。

第二批110个推广应用城市将自10

月20日至26日错峰上线电子驾驶

证申领功能，驾驶人可以对照本地

启用时间安排，通过全国统一的“交

管 12123”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

下一步，公安部将加快驾驶证电子

化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

此前，驾驶证电子化在北京、

上海、广州等28个城市启用，已有

1600 多万名驾驶人申领电子驾驶

证。电子驾驶证在全国范围内有

效，可以在办理交管业务、接受执

法检查时出示使用，并可以拓展客

货运输、汽车租赁、保险购置等社

会应用场景。

据了解，自今年9月1日起，公

安部在全国第一批推广应用驾驶

证电子化、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

“交管12123”App核发货车电子通

行码、交通事故证据材料网上查阅

等4项“我为群众办实事”公安交管

便利措施。4项新措施推广应用以

来，已惠及1700多万人次，减少群

众企业办事费用5.6亿元。

110个城市启用电子驾照
公安部加快驾驶证电子化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贵

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富玉

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一

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天津市

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近

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已

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

告知了被告人王富玉享有的诉讼权

利，并讯问了被告人王富玉，听取了

辩护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

控：被告人王富玉利用担任海南省

琼山市委书记、市长，海南省委常

委、三亚市委书记，海南省委副书

记、海口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副书

记，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主席，贵州

省正部级领导干部等职务上的便

利，以及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

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

人巨额财物；被告人王富玉离职后，

利用原担任贵州省政协主席职权、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

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

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

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利用影

响力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离职后仍收受巨额财物
贵州省政协原主席王富玉被提起公诉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许光伟 林
鸿河 马宏新 通讯员谭清亮）近日，

儋州市检察院提起的首例行政公益

诉讼一审宣判，海口海事法院分别

判决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儋

州市农业农村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

二个月内对陈某诰、儋州某养殖专

业合作社、陈某道非法养殖行为依

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儋州市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儋

州市峨蔓镇黄沙港湾西边村养殖户

陈某诰的海域使用权证、水域滩涂养

殖证分别于2007年4月、2006年11

月到期后，其仍非法占用海域、违规

排污至今，长达14年之久，兼有陈某

道非法占用海域养殖事实存在。

2014年，陈某诰成立儋州某养殖专

业合作社继续养殖。陈某诰的养殖

塘19口，占地面积177.62亩，涉及一

般耕地合计168.44亩、滩涂2.72亩、

园地 6.46 亩。陈某道的养殖塘 12

口，占地面积50.95亩，涉及一般耕地

45.28亩、滩涂5.33亩、园地0.34亩。

上述养殖场所在海域为Ⅰ类近岸海

域生态红线区和水产养殖禁养区。

2020年之前养殖污水未经沉淀直排

大海，严重破坏当地海洋生态环境。

2019年 9月，儋州市检察院分

别向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儋

州市农村农业局发出诉前检察建

议，督促上述部门对峨蔓镇茅园村

委会某养殖塘及陈某诰、陈某道的

相关违法行为进行调查，依法作出

行政处理，禁止其在海洋生态红线

范围内建养殖塘。后经跟进调查发

现，上述两部门仍未全面履行监管

职责，且未采取有效措施对非法养

殖行为进行制止、查处，致使国家和

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侵害。今年

1月，儋州检察院依法向海口海事法

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并于近日获

得海口海事法院一审判决支持。

非法养殖未查处，儋州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两单位被判履行监管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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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吕书圣 通讯员
蒋升）10月13日上午，副省长、省公安厅

党委书记、厅长闫希军率队到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督导台风防御工作时强调，

要提前部署，严密监测，高效组织，全力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琼中县和平镇乘坡居25队，闫希

军一行察看地质灾害点安全隐患及周边

环境等情况，了解地质灾害防治监测情

况。闫希军说，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高于

一切，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放在心上，牢

牢守住安全底线；要加强隐患点监测工

作，对全县各类危墙、低洼易涝区等重点

地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居住在危险地

带的群众要尽快进行安全劝离转移。

在红岭水库和百花岭水库，闫希军

详细了解水库的水位情况、水库的日常

维护、防汛泄洪以及安全防范措施等情

况。闫希军表示，要实时关注水库水位

的变化，做好水库雨情的预警预报工作；

要采取多项措施，保证各项工作有序推

进；要时刻监测登记水库水情，随时做好

预泄洪准备。

闫希军要求，各乡镇、各部门要健全

防灾减灾救灾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值

班制度，针对自然灾害，科学预判、提前部

署、高效组织，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及时关

注雨情灾情，安排专人盯守做好漫水桥监

测等各项防风防汛应急工作，扎实做好救

灾物资保障工作，积极做好防汛救灾和灾

后恢复工作，有效防御次生灾害，切实解

决好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张星）日

前，陈某夫等6人恶势力犯罪团伙涉

嫌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等

罪一案，由文昌市人民检察院依法

向文昌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

告知陈某夫等6名被告人享有的诉

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

辩护人的意见。

文昌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

控：2015年起，被告人陈某夫纠集韩

某畴、王某钊、龙某兴、王某流、陈某

丁等人形成较为固定的团伙，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恐吓等手

段，向在文昌市清澜码头收购海鲜

的被害人陈某某等多人强行索取

“手续费”，数额特别巨大；以暴力、

威胁等手段，强迫在清澜码头收购

海鲜的被害人陈某某、黄某某等人

以低于市场价将其收购的海鲜出售

给他们，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王某

钊、龙某兴强拿硬要他人财物，严重

扰乱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

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依法应当以

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

罪等罪追究陈某夫等6人刑事责任。

涉嫌敲诈勒索强迫交易
文昌检察院对陈某夫等6人恶势力团伙提起公诉

“现在我代表三亚市城郊检察院向

你送达‘督促监护令’，希望你们依法履

行监护人职责，加强对孩子的监管。”近

日，三亚市城郊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

检察官练晶晶在办理一起盗窃案件中，

向涉罪未成年人周某的父母发出“督促

监护令”，并进行宣告送达。

练晶晶在办理周某涉嫌盗窃案过

程中发现，周某的监护人存在履行职责

不到位、疏于管教的情况。为了帮助周

某重返正途、改过自新，检察机关根据

该案具体情况，对周某作出附条件不起

诉的决定。随后该院又发出“督促监护

令”，督促家长发挥家庭监管作用，帮助

周某回归社会。

据悉，自2020年8月三亚市城郊检

察院发出全省首张“督促监护令”，经过

一年多的实践探索，该院截至目前共发

出“督促监护令”120余份。

案例一：
“失管”家庭

少年缺少关爱误入歧途

“哥，你放心，我在这边挺好的，不

用担心我。”微信视频中，今年刚满17岁

的小林(化名）跟家人说起他当学徒的生

活，脸上泛起阳光自信的笑容。

小林是四川省资阳市人，12 岁那

年，母亲因车祸去世。小林刚满15岁

时，父亲又突发脑溢血无法照顾小林。

哥哥将小林接到三亚，与哥哥一家相依

为命。

但是由于哥哥早年离家外出打工，

加上两人年龄相差12岁，兄弟二人感情

淡薄。哥哥看不惯小林吊儿郎当的生

活态度；小林也打心眼里不接受哥哥的

管教，过起游手好闲的生活。

“去年9月的一天他骑着一辆电动

自行车回家,我就感觉不对劲……”小

林的哥哥回忆说，在他的一再逼问下小

林终于说出了实情。

小林在回家路上看见一辆电动自

行车，车上还挂着钥匙。小林也想买一

辆电动自行车，又不想开口向哥哥要

钱，于是将电动自行车开走了。

“没有爸妈管我了，我总得想办法

养活自己。”小林的说法让哥哥心如刀

绞,却又不知如何是好。

随后，小林被公安民警抓获。

去年9月29日，三亚市城郊检察院

受理小林盗窃案。但比起追究嫌疑人

的法律责任，家庭“失管”状态下的小林

更让办案检察官蒋海涛牵挂。

“家庭变故让他一下子失去了生活

的信心，没有人顾及他的心理变化。”蒋

海涛邀请心理咨询师对小林进行心理

干预时发现，小林内心缺乏安全感。经

过走访调查，蒋海涛发现小林的哥哥一

家为了生活奔波，没有太多时间关注他

的生活学习情况，更提不上了解小林的

心理感受。

“能真正帮助到小林的，就是帮他

找回遗失的亲情。”蒋海涛告诉记者。

为此,今年年初，三亚市城郊检察院向

小林的哥哥发出“督促监护令”,督促他

改变对小林的家庭教育和监护方式。

“把他当成朋友，而不是弟弟，凡事

都要好好沟通。”小林的哥哥告诉记者，

在检察官的建议下，他开始转变与小林

的相处模式，并时常与检察官交流心

得。小林开始认识到哥哥的辛苦以及

生活中的不易。

“我想当厨师。”两个月后,小林突

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小林的哥哥很

高兴，马上找朋友介绍厨师师傅，让小

林当学徒。

家人的陪伴和理解温暖了小林，每日

紧凑的学习时间让小林不再无所事事,内

心平静了不少,生活态度也积极起来。

“我们现在家里大小事,都会跟他

商量，听听他的意见，尊重他的想法。”

小林的哥哥说：“感谢检察官耐心的教

导，让他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案例二：
“暴力”家教

少年误交损友合伙盗窃

9月26日，记者跟随三亚市城郊检

察院检察官来到一城中村租赁房，见到

了淘淘(化名)的母亲，（下转2版）

三亚城郊检察院着力破解涉案未成年人家庭监管难题

120余份“督促监护令”让爱“归位”
■本报全媒体记者张星 李业滨

三亚市城郊检察院未检检察官与未成年人家长交流 全媒体记者张星 摄

提前部署 严密监测 高效组织
闫希军在琼中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强调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