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人郑俊杰有坐落于五指山市

通什镇番香村番香一村30号，农村

宅基地住宅楼。不动产权证：琼

（2018）五 指 山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06504号；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

有权，均属权利人郑俊杰单独所

有。自建房完全属于个人所有，不

允许他人进行占有、买卖、出租等任

何用途。若有违背“物权法”的现

象，房屋权利人将依法追究责任。

特此声明！

2021年11月24日

房产确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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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于 2021 年 4月 23 日因脑

出血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由陵水

县民政局送儋州市第四人民医院住

院治疗。患者姓名：张清平，年龄：

72岁，身高：约175左右，2021年11

月12日因重症肺炎，消化道出血抢

救无效死亡。请死者家属或知情人

见报后速与县局联系，逾期尸体将

按有关规定处理。

患者属陵水县民政局救助病

人，死亡后尸体保存在海口市殡葬

管理所，按规定保存一个月，从登报

之日起30天内，望其家人带有关证

件到海口市殡葬管理所或陵水县民

政局认领，逾期无人认领，按无主尸

处理。

联 系 人：吴先生

联系电话：0898-83310996

陵水黎族自治县民政局
2021年11月24日

尸体认领启事

人身安全保护令作为民事强制措

施，已经成为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保护

伞”。

昌江黎族自治县周女士与丈夫张

某于2004年登记结婚，生育一女孩。

婚后张某存在严重家庭暴力行为，自

结婚开始就经常殴打、辱骂周女士，导

致周女士身体多处受到严重伤害。丈

夫张某还经常将她手机收走，限制她

的人身自由，甚至威胁周女士如果提

出离婚就要杀害她。

面对丈夫的屡次施暴与威胁，周

女士鼓起勇气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

护令。

法院经审查，认为张某的行为已

经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应当予

以制止，故对周女士提出人身安全保

护令的请求予以支持。如张某违反禁

令，法院将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的规定，

视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省高院民一庭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南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内

容涉及面大，除了夫妻间家庭暴力，还

有非法同居男女间暴力、兄弟间暴力

等；禁令种类多，包括禁施暴令、禁联

络令、禁处分财产令、迁出令、限制探

视子女令等。

“人身保护令能起到教育威慑作

用，但现实中由于各种原因，目前仍存

在当事人申请不积极的现象。”海大平

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胡乾华表示，一方

面是由于家暴大多发生在家庭内部，

受害者会有很多顾虑，担心会进一步

激化矛盾，故而选择忍气吞声；另一方

面，许多当事人对人身安全保护令具

体内容及申请条件还不了解，难免会

望而却步。

那么，面对家暴事件消极的应对

方式，又带来怎样的影响？陈正发说，

施暴者一种“奈我何能”的心理会让家

庭暴力事件恶性循环，受害者长期处

在消极情绪中也会影响日常生活和工

作。建议受害方在初次遭受家暴时应

该积极应对，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

权益。

“越后退越无退路”
面对家暴要勇敢说
专家建议受害方遭受家暴要积极应对，通过合法途径维护权益

■本报全媒体记者陈超超 杨晓晖 陈敏

“不”
关注 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

“我老公喝多了，又打我！”10月

14日晚，万宁市公安局大茂派出所接

到群乐村委会杨宅村一村妇报警寻求

帮助。

民警赶到案发地发现，村民杨某

雷身上一股酒味、一副醉酒状态，而其

妻子脖子处有明显抓痕。看到警方到

来，杨某雷向其妻子叫嚣。恼羞成怒

的杨某雷趁着酒劲愈发嚣张，竟当着

警方和孩子的面冲上前殴打老婆。民

警、辅警等连忙将其制止。在警方对

其殴打妻子的行为进行劝阻控制时，

杨某雷对民警、辅警撕扯殴打并挣脱

逃跑，造成一名辅警受伤。

据悉，杨某雷与妻子结婚约有 7

年时间，育有2名孩子。案发当晚是杨

某雷的妻子第一次报警求助。附近围

观邻居称，杨某雷酗酒，当晚他老婆只

是劝他少喝点，他喝酒上头就殴打老

婆。

案发后，万宁警方对杨某雷进行

追捕。11月15日，杨某雷迫于压力到

大茂派出所投案自首。目前，杨某雷

已被万宁警方刑事拘留。

然而，看到丈夫被拘留，杨某雷的

妻子又恳求警方不要将丈夫带走，且

表示不会再追究杨某雷的责任。

遭受家暴，忍受不了选择报警，警

方处理了施暴者，受害人却又不想追

究了。针对案情中杨某雷妻子的心态

情况，海南省妇联阳光婚姻家庭调适

中心、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二级婚姻

家庭咨询师陈正发表示，造成受害人

消极应对家暴事件的心理原因，首先

在于她担心其丈夫因袭警而被刑拘，

事后会再次被丈夫殴打或报复；其次

是受害人经济能力上处于劣势不够独

立，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等，这

都导致受害人不敢与家暴对抗到底。

“越后退，越无退路。”陈正发认

为，当受害者长期处于暴力虐待环境

下，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阻止配偶

或伴侣的暴力行为。受害者在心理上

会处于崩溃或瘫痪状态，会产生无力、

无助感，遇到家暴事件会变得越发消

极被动。

“施暴方的保证书有用吗？”针对

这个问题，江苏彭隆（琼海）律师事务

所律师王士伟认为，家暴保证书虽然

不能保证施暴者以后不再施暴，但可

以起到佐证作用。王士伟表示，如果

之后双方要离婚，保证书的内容可以

作为诉讼离婚的证据，也可以作为因

家暴而要求损害赔偿的证据。此外，

保证书还是合同的一种，如果涉及到

财产问题，只要是当事人内心真实意

思的表达，没有违反相关法律的强行

性规定，没有侵犯他人利益，不违反公

序良俗，通常是具有效力的。

王士伟曾代理的一起女方起诉男

方离婚的法律援助案件显示，女方曾

受到男方家暴后报警，在警方调解下

双方签订调解协议，该调解协议中写

明男方殴打女方的经过。

在离婚案件审判阶段，男方打电

话威胁女方撤回起诉。在女方不同意

的情况下，男方到女方的工作岗位威

胁女方，并对女方作出拉扯衣服等行

为，女方在其朋友帮助下报警。

了解到上述情况后，王士伟帮助

女方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并

向法院提交证明男方之前有殴打女方

行为的调解协议及男方电话威胁女方

的手机通话录音。最终法院基于上述

事实作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男

方实施家庭暴力及骚扰、跟踪、接触女

方，判决双方解除婚姻关系。

由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无论是保证

书，还是记载有家庭暴力行为的调解协

议，都是法院判断是否需要签发人身安

全保护令的考量因素之一。王士伟认

为，如果施暴者书写保证书后再次对受

害人实施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依据反

家庭暴力法相关规定向法院申请人身

安全保护令，之前施暴者书写的保证书

可以作为证据提交法院。

11 月 25 日是国际消除对妇女
暴力日。2016 年 3 月 1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家暴
不再成为关起门来不可外扬的家
丑。遇到家暴，可选择向就职单位、
村（居）委会、妇联等单位反映、求

助，也可选择向公安机关报
警，还可向法院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

近日，万宁一则关
于男子打完妻子又打
警察的报道，再次将
家暴话题带入群众视
线。本报全媒体记
者 从 万 宁 警 方 了
解 到 ，被 打 女 子
因担心事情“闹
大”取消对丈夫
追责。对此，记
者 就 此 案 中 涉
及 的 法 律 知 识
及 救 助 方 式 等
进行走访。

她“不”敢

女子怕事闹大取消追责

“不”要怕

保证书可作为证据申请保护令

敢说“不”

积极应对保护自身权益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陈敏 通讯员
罗凤灵 詹凌梅）中国台湾男子郭某、缅

甸籍男子觉某登和觉某维、河南男子张

某受雇他人，到越南走私冻肉 470.48

吨，该批冻肉均未经检验检疫，属我国

禁止进口的疫区动物制品，具有高度现

实危险性，一旦流入海南市场，将造成

重大食品安全卫生风险，严重危害人民

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近日，省二中院公开宣判该起涉外

走私案，以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

罪，一审判处郭某有期徒刑5年、觉某

登有期徒刑3年、觉某维有期徒刑2年6

个月、张某有期徒刑2年，并对4人各处

6万元至30万元不等的罚金；对涉案货

船依法予以没收并上缴国库；扣押的动

物制品依法销毁。

2020 年 10 月 25 日，一艘外籍货

船上的管事郭某、大副觉某登、二副觉

某维、轮机长张某，以及其他船员，根

据该货船中国台湾老板李某（另案处

理）的指使，驾驶货船经中国琼州海峡

前往越南海防港。该船于 10月 29日

到达越南海防港，装载猪脚、牛肉、牛

肠三类冻品后，于 11 月 17 日 12 时许

向海南方向行驶。11月18日15时许，

该船在我国领海航行至三亚市西瑁洲

西南约9海里处海域时，被儋州海警局

查获，儋州海警局依法扣押该船所载

的无合法证明的冻品。经称重，该批

冻品分别为冻猪脚 336.8 吨、冻牛肉

130.54吨、冻牛肠3.14吨，共计470.48

吨，均属我国禁止进口的疫区动物制

品。

省二中院经审理认为，郭某、觉某

登、觉某维、张某违反海关监管法规，在

我国领海内运输来自境外疫区的动物

制品470.48吨，情节严重，4人的行为

均已构成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

罪。在共同犯罪中，郭某作为船上的管

事，直接听从中国台湾老板的指挥，负

责与老板沟通传达指令及安排船员工

作，在走私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

觉某登、觉某维、张某听从郭某的指使，

负责开船、装卸货、维修机器等，在共同

犯罪中作用较小，系从犯。鉴于4人到

案后均如实供述罪行，系坦白；觉某登、

觉某维、张某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其3

人减轻处罚；对郭某从轻处罚，遂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从越南走私470余吨冻肉
4男子被省二中院判刑小小三轮车

挤了20人
农用三轮车违法载人被
陵水交警查获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麦文耀 赵
世馨）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公安交
警查处一起农用三轮车违法载人的违
法行为。

11月23日6时，陵水公安局交通
管理大队交警巡逻至223线240KM＋
500M处时发现一辆三轮车后车斗坐
满了人，立即示意该驾驶员靠边停车
接受检查。

驾驶员停车后，交警现场了解到，
车后斗的工人都是要去果园务工的人
员，小小的后车斗内竟然坐了20人。
于是交警向三轮车驾驶人及乘坐人讲
解三轮车违法载人的危害性，并以身
边发生的三轮车交通事故为例，提醒
乘坐人引以为戒，引导他们拒绝搭乘
三轮车出行。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相关规定，货运机动车违反规定载人
的，对其处以罚款2000元、扣留机动
车的处罚。

陵水交警提醒：农用车、三轮车不
是“万能车”，违法载人既违法又危
险。乘坐人员切勿为了省下一点钱去
乘坐农用三轮车。广大农用车、三轮
车驾驶员引以为戒，为了自己和他人
的安全，一定要遵规守法平安出行。

4人走私冻肉获刑 通讯员闫建勋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巍）近日，

省医疗保障局和省卫生健康委联合下

发《关于印发海南省医疗服务价格

(2021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旨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和医疗保障制

度改革，进一步加强我省医疗服务价

格管理工作，规范医疗服务价格行为。

据悉，从12月1日起我省各级各

类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执行调整后的医

疗服务价格。

为促进分级诊疗，《通知》提高了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般诊疗费标准。

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一般诊疗费为15元/人/次（原标准10

元/人/次），其中医保报销13元（原标

准报销8元），个人支付2元（原标准个

人支付2元）；村卫生室一般诊疗费为

10元/人/次（原标准 6元/人/次），其

中医保报销 9.5 元（原标准报销 5.5

元），个人支付0.5元（原标准个人支付

0.5元）。为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通知》明确，二、三级医院选派到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的在职医师、退休医师、

“候鸟”医师诊查费可按执业注册所在

公立医疗机构标准执行。

省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般诊疗费标准调

整后，能够较好地体现基层医务人员

的服务价值，在保持个人支付部分不

变和不增加个人负担的同时，有利于

促进基层服务供给和调动基层医务人

员的工作积极性。《通知》对二、三级医

院医师在基层的诊查费收费标准进行

明确，是对鼓励二、三级医院及医师到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特色门诊、科

室的有力政策保障，将有力促进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也将对加快实现基层

首诊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吕书圣）11

月 23 日，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

到，该局近期组织抽检食用农产品、食

用油、油脂及其制品、肉制品、食糖、炒

货食品及坚果制品、速冻食品、方便食

品、豆制品、茶叶及相关制品、餐饮食

品10大类食品共709批次，检出不合

格食品16批次。

16批次不合格食品中，海口龙华

福瑞达商行销售的1批次香辣爽口鸡

存在微生物污染问题；琼中营根弄启

某贞蔬菜摊销售的油麦菜，海南旺佳

旺商贸有限公司王府井店销售的青豆

角，文昌文城何某石豆芽摊销售的黄

豆芽，各有1批次存在农药残留超标

问题；三亚海棠湾壮某猪肉摊销售的

猪蹄，三亚市客润佳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销售的竹节虾，澄迈老城吴某妹淡

水鱼摊销售的黑鱼，各有1批次存在

兽药残留超标问题；海南旺豪实业有

限公司国购分公司、陵水新村鹏程超

市、东方城东东之北超市、海南定安天

安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的黑芝麻，儋州

东成美菊花生油加工厂生产销售的花

生油，儋州那大乐万嘉榨油坊生产销

售的散装压榨一级花生油，海南洪德

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纯正幼糖(绵白

糖)，三亚泰杰龙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的

辣子鸡味青豌豆，儋州广百家商贸有

限公司销售的焦糖瓜子(原味)，各有1

批次存在质量指标不达标问题。

据介绍，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

产品，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采取措

施依法予以查处。

省市场监管局抽检709批次食品

16批次不合格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郭彦 杨晓
晖 通讯员王立夫）11月24日，琼海市

消防、公安、综合执法局等多部门开展

联合执法，排查整治辖区电动自行车

消防安全隐患。

当天，执法人员首先来到辖区新

春湾出租屋集中区，排查出租屋内是

否存在乱停乱放电动自行车、是否违

规对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等行为。检

查发现，部分出租屋一楼电动自行车

停放点与楼梯楼道相连通，且充电设

备无法实现自动断电，存在火灾发生

后向其他楼层扩散的风险。执法人员

当场向出租屋业主指出存在的火灾风

险，并要求第一时间将车辆搬离到安

全区域停放。

在某住宅小区，执法人员在8楼

发现一辆停靠在疏散楼梯间里的电动

自行车，经物业管理员引导，执法人员

找到了车主。执法人员当场对其进行

严厉批评，指出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

楼梯间带来的火灾风险，电动自行车

一旦起火，将迅速向建筑内部其他楼

层蔓延，危及其他业主的生命安全。

据悉，《海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

例》已于今年6月1日审议通过，将于

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条例当中对

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和充电进行了明确

要求，对违反条例的，消防部门将采取

必要措施进行惩处。

琼海多部门联合执法

排查整治电动自行车隐患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李崇育 通讯
员刘国清 彭崴 谢建利）近日，琼海市

公安局龙湾港海岸派出所根据线索抓

获一名涉嫌非法买卖银行卡扰乱单位

秩序违法嫌疑人谢某某。

10月19日晚，谢某某在琼海市某

酒吧门口将一张银行卡借给一名叫

“陆哥”的朋友，非法获利2000元。据

谢某某交代，其平时在家从事养殖行

业，打算办理银行贷款经营养殖场，在

利益驱使下将银行卡和绑定银行卡的

手机卡交给了“陆哥”。而后谢某某的

银行卡被他人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违法犯罪。

据了解，自“断卡”行动以来，省公

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第三支队持续深入

打击各类非法开办贩卖“两卡”犯罪团

伙，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多

发态势。该支队各派出所共办理70余

起“断卡”案件，拘留违法嫌疑人52人。

借银行卡给他人获利两千元
嫌疑人被琼海海岸警察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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