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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张星）12 月 8

日上午，记者从2021年中国（海南）国际

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下称“冬交会”）

新闻发布会获悉，2021年冬交会将于12

月16日至19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本届冬交会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主题。

据了解，本届冬交会展区总面积约

10万平方米。展区包括现代种业与数

字农业馆、品牌农产品馆、乡村振兴馆、

国际农产品馆、全国供销社精品馆、美食

街、烹饪大赛街区、海口品牌街区等。此

外，期间还将组织举办一系列内容丰富

的活动，让更多群众参与到这场农业盛

会中来。

本次冬交会亮点纷呈。首次设置现

代种业与数字农业展区；全方位展示乡村

振兴成果，集中展示各市县在扶贫产业发

展方面取得的成效；创新打造线上冬交

会，为主办方、展商、客商、观众及相关行

业代表提供实时便捷的云逛展全链路服

务；突出农业全产业链生态，展品范围涵

盖从种业到种植、加工、制造、贸易。

此外，本届冬交会国际化元素更加

聚集。因为疫情原因，一些国际客商没

能到会场来，通过线上对接方式，实现中

外展商、客商跨越空间无障碍商贸交流

会谈。

据介绍，本届冬交会将汇聚世界

500强企业、农业龙头企业、各省百强企

业及全国各地的参展商，将有近2000家

企业、约5000人参展。

据悉，本届冬交会所有参展商及观

众均需通过“数字冬交会”微信小程序进

行实名预约登记报名，通过扫描报名二

维码或身份证进馆参展、参观。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郝文磊 通讯
员黄婷婷）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

法院加大沟通协调和强制执行力度，执

结3起执行案件，执行标的410万元全

部执行到位。

昌江法院分别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7月20日就原告某一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某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我

省霸王岭某局建设工程合同纠纷3起案

件依法作出判决。判决生效后，被告未

按生效法律文书履行义务，两原告分别

于2020年7月8日和今年1月4日向昌

江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立案后，昌江法院依法向被

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等材料，但被

执行人仍未履行法律义务。执行过程

中，昌江法院对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

进行查控，了解到被执行人因生产经

营不景气、单位经济收不抵支，出现相

关聘用人员工资发放困难的局面，而

且其名下的土地、房产因权属及政策

等原因不宜处置，案件执行一度陷入

僵局。

因案件执行难度大，今年 4 月 16

日，昌江法院向省高院进行汇报，随后

省高院向省委政法委报告，确定上述3

起执行案件由省委政法委领导包案督

办，力促案件顺利执行。

6 月 25 日，省委政法委组织省高

院、省财政厅等相关部门召开接访会

议。经会议协调，申请执行人某一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和某五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同意免除相关利息，被执行人只

需全款支付本金即可。会后，昌江法

院党组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

作。一是继续调查核实被执行人可供

执行的土地及房产；二是研究启动评估

拍卖措施，预备对被执行人某处房产进

行司法拍卖；三是密切跟踪被执行人一

笔清退款进度。

通过多方调查，得知被执行人该

笔清退款的指标已下发，昌江法院党

组书记、院长钟振强与相关单位进行

协调，争取将被执行人的清退款下发

至其公司账户，以便法院早日冻结划

拨。

11月 10日，该笔清退款发放至被

执行人相关公司账户后，昌江法院及

时对相应的 410 万余元采取冻结措

施。之后，昌江法院执行局法官组织

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申请人某一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某五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当场自愿履行承诺免除相关利

息，只需被执行人全款支付本金。11

月 23日，昌江法院将冻结的款项划到

申请执行人账户。至此，上述3起案件

圆满执结。

昌江法院执结3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

410万元全部执行到位

近日，文昌市公安局口牙海岸派出

所民警向记者介绍了两起涉案流水高

达5700余万元洗钱案。

文昌市东郊镇的符某超在文昌一

酒吧工作，工作期间结识了同事吴某

国。

今年3月中旬，吴某国打电话给符

某超，说想要借用他的银行卡和手机

卡，用来在网上刷流水。符某超按吴某

国的要求把一张银行卡绑定手机卡后

交给吴某国。吴某国给了他500元的

好处费。

之后符某超配合吴某国又办理了

多张银行卡，共收到吴某国的1200元

好处费。符某超提供的5张银行卡，在

半年左右时间里流水竟然达到2700万

元。10月 28日下午，吴某国因涉嫌帮

助网络犯罪活动，在琼中被警方抓获。

目前，吴某国、符某超等人因涉嫌

帮助网络犯罪，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

据吴某国供述，他同时还参与上线操

作，并交代出3名同伙。

10月 12日，根据文昌市公安局下

发的“断卡”线索，口牙海岸派出所经过

侦查，嫌疑人黄某进入警方视线。

“名下有5张银行卡，两个月的流

水金额达3000多万元。”办案民警根据

黄某账户的异常，将其列为帮助网络犯

罪活动嫌疑人，于10月17日将其抓获。

据审讯，黄某是文昌东郊镇人，从

事主播运营工作时认识骆某。8月 15

日前后，骆某联系黄某，称要借用他的

银行卡“跑分”，并承诺黄某说，银行卡

流水每达100万元，就给他 2000元的

好处费。黄某将2张银行卡交给骆某。

之后骆某又联系黄某，要求他再去

办 3 张银行卡，“入伙”后一并支付报

酬。黄某又在骆某的要求下，绑定手机

卡还开通了网银，前后获利2万多元。

办案民警表示，黄某名下的银行卡

涉及全国多省市的多桩洗钱案件，多地

警方正在联合侦办中。

借银行卡帮人刷流水5700余万
文昌警方：嫌疑人名下银行卡涉及全国多省市多桩洗钱案件

■本报全媒体记者李崇育 实习生冯钰婷

冬交会12月16日至19日在海口举行，2000家企业5000人参展

首设现代种业数字农业展区

提升指挥疏导能力提升指挥疏导能力
展现展现执勤执法形象执勤执法形象
海口交警海口交警举行交通指挥手势实战比武举行交通指挥手势实战比武

本报讯（全媒体记
者 黄君 通 讯 员 李盛
兰）12月8日，海口市公
安 局 交 警 支 队 开 展
2021 年度交通指挥手
势实战比武活动，进一
步提升海口交通民警、
辅警的指挥疏导能力和
展现执勤执法形象，促
进队伍正规化建设。

当日 7 时许，大比
武活动在国兴大道与
五指山南路交叉口、国
兴大道与美苑路口交
叉口同时举行，海口公
安交警各勤务大队、海
口公安美兰国际机场
分局交警大队共计 42
名民警、辅警代表参加
了此次交通手势指挥
实战比武。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郭彦 杨晓
晖 通讯员王敬雄 林道辉）12 月 6

日晚，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执勤交警在嘉积镇兴海路金贸酒店

附近路段开展重拳整治酒驾醉驾违

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一名男子因

涉嫌醉驾摩托车，被琼海公安交警

依法行政拘留15日。

当天21时许，执勤交警拦下一

辆试图冲卡的普通二轮摩托车。执

勤交警将该车拦下后，发现驾驶人

王某衡满身酒气，疑似饮酒。

当执勤交警对王某衡进行呼气

式酒精检测时，王某衡拒不配合并

声称：“你们拉我去关吧！”态度极其

嚣张。在执法现场，3名执勤交警轮

番对王某衡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检测次数近百次，整个测试过程长

达50余分钟。

经检测，王某衡血液中的酒精含

量为165mg/100ml，涉嫌醉酒驾驶

机动车。随后，执勤交警将王某衡带

至琼海市中医院进行血液检测。当

晚，王某衡被带回嘉积派出所约束至

酒醒。次日上午，琼海交警依法将王

某衡带回交警大队进一步审查。

据悉，王某衡并未持有摩托车

驾驶证，且其驾驶的普通二轮摩托

车已达报废标准。此外，据王某衡

称，其有吸毒史，曾被公安机关打击

处理过。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

定，王某衡涉嫌无证驾驶机动车、驾

驶报废车以及醉酒驾驶的交通违法

行为。目前，王某衡已被琼海交警

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同

时，将对王某衡涉嫌危险驾驶罪的

行为作进一步审理。

“你们拉我去关吧！”
琼海一醉驾男子求拘留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麦文耀 刘
武军）酒驾被查一次按理说应该长

记性了，可偏偏有人不仅没有汲取

教训，还再次酒后驾驶。近日，三亚

市公安交警便查获了一起“二次酒

驾”的交通违法行为。

12月 6日 23时 9分许，三亚交

警天涯大队联合凤凰派出所在225

国道某路段开展农村地区道路交通

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依法拦截一辆

小型普通客车，经现场酒精呼气式

检测，驾驶人黄某失酒精呼气检测

含量为56mg/100ml，属于饮酒后驾

驶机动车。在进一步核查中，三亚

交警发现黄某失曾于今年2月10日

在三亚市天涯区某路段因饮酒后驾

驶机动车被三亚交警处罚。

黄某失因饮酒驾车被罚再次饮

酒驾驶，三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依

法对其处以2000元罚款的处罚，并

处15日行政拘留，吊销机动车驾驶

证。

1年2次酒驾不知悔改
一男子被三亚交警再次查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蒙职宇 通
讯员梁定奇）12月6日，屯昌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结合辖区实际情况组织

开展夜查行动。

该大队提前谋划，根据辖区交

通违法行为的规律和特点灵活布

控，执勤民警在昌盛路和环东一路

设立两个临时执勤点，重点查处酒

后驾驶、涉牌涉证、超员超速等交通

违法行为。同时加强路面巡逻管

控，发现可疑车辆立即拦停检查，形

成了对酒驾、醉驾严查、严管、严惩

高压态势，消除个别驾驶人酒后开

车的侥幸心理，起到谈“查酒驾”色

变的良好效果。

同时，执勤民警在夜查过程中

向驾驶员普及交通法规和安全行车

常识。正面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摒弃

交通陋习，提高安全行车和文明行

路意识。

当晚，共查处各类违法行为66

起，查扣摩托车 2辆。其中饮酒驾

驶非机动车 4起，醉酒驾驶非机动

车 1 起，驾乘摩托车、电动车未戴

安全头盔 38 起，其他违法行为 26

起。

屯昌交警开展夜查

查处各类违法行为66起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马宏新 许
光伟 通 讯 员黄紫玉）12 月 7 日，

G98环岛高速公路西线海口往三亚

方向洋浦服务区附近发生一起车

祸，现场有一名人员被困。儋州市

消防救援支队接警后迅速出动，将

被困人员救出。

当天7时3分，该支队指挥中心

接到群众报警称，位于G98环岛高

速公路西线海口往三亚方向洋浦服

务区附近两车相撞，其中一辆车的

司机被困，情况危急。消防部门接

警后立即出动3辆消防车、15名消

防员赶赴现场救援。

消防员到场后发现，一辆白色

面包车追尾一辆小货车，车窗的玻

璃碎片和撞落的汽车零部件散落满

地。追尾的面包车车头已经凹陷严

重变形，司机被困驾驶室内，下半身

无法动弹。所幸被困司机意识清

醒、车辆油箱无漏油现象。

根据现场情况，消防员立即分成

两组展开营救行动。一组协同交警

部门负责现场道路警戒，防止造成二

次安全事故。另一组消防员负责实

施人员营救，使用液压破拆工具对车

头进行破拆，并利用车载牵引装置将

车头牵引扩大救援空间。经过10分

钟紧张救援，将被困司机顺利救出，

并交由现场医护人员送往医院。

面包车高速路追尾小货车
被困司机获及时救援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黄君）“当

天晚上，我正在出租屋里睡觉，结果

一觉醒来发现电动自行车不见了。”

受害人说。近日，海口市秀英区水

头村7区发生一起盗窃案，受害人一

辆正在出租屋内充电的电动自行车

被偷走，便立即报警。后经过海口

市公安局秀英分局便衣警察大队5

天摸排抓获盗窃嫌疑人。

据了解，接警后，海口市公安局

秀英分局便衣大队组织警力展开调

查，经调取监控发现，当天凌晨，一

男子进入出租屋将电动自行车偷

走。便衣队员经过连续5天摸排等

工作后，锁定嫌疑人及其活动轨迹，

并于 12 月 4 日下午在海口新村东

街一出租屋内将嫌疑人羊某耿抓

获。

经突审，嫌疑人羊某耿对其盗

窃电动自行车的违法犯罪行为供认

不讳。目前，该案已移交海秀派出

所进一步处理。

凌晨入户盗窃电动自行车
一男子被海口警方抓获

省药监局审批特许进口药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吕书圣 通讯

员杨帆）近日，省药监局批量批准博

鳌国际医院、博鳌超级医院、省人民

医院乐城院区3家医疗机构申请使用

Encorafenib、英菲格拉替尼、特泊替

尼、福坦替尼 4 种临床急需进口药

品。这是该局第二次进行特许进口

药品批量审批，进一步推动从“患者

等药”到“药等患者”模式的转变，有

效提升了临床急需进口药品的可及

性和惠及面。

万宁403名网格员到岗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杨晓晖 孙新

武）12月7日，万宁举办基层网格员入

职到岗动员大会。经过前阶段紧锣密

鼓的网格员选聘工作，万宁全市228

个基层网格点的403名基层网格员已

全部配齐到位。

动员会上部署了基层网格员到岗

的具体工作，明确了镇（区）、村（社区、

居）对网格员的协管工作职责，并对基

层社会治理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东方交警为骑手送“安全餐”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董林）12月8

日上午，东方公安交警组织辖区饿了

么、美团外卖企业负责人及员工，开展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东方交警就近期外卖行业的交通

通行情况进行剖析，通报外卖骑手在

送餐过程中闯红灯、不按规定车道行

驶、逆向行驶、驾车看手机、不戴安全

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并通过播放典

型的事故案例视频、发放交通安全宣

传单页，详细讲解了酒后驾驶、超速行

驶等不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的危害和后

果。

儋州多部门解电动车难题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马宏新 许

光伟 通讯员黄汉元）12月 7日，儋州

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市住建局、资规

局、物业协会深入辖区对高层住宅

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进

行实地指导，着力为物业单位排忧解

难，解决群众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

难问题。

检查组要求，物业单位要加大消

防宣传和防火巡查工作，使更多群众

了解电动车违规充电的危害，引导小

区业主按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及安全

充电。各职能部门也要加强沟通协

调，齐心协力做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

全管理工作。

文昌龙楼部署联防联控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陈瑜）近日，

文昌市龙楼镇平安建设领导小组部署

元旦、春节期间在全镇开展治安联防

联控工作。

龙楼镇委、镇政府成立社会治安

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龙楼

镇各驻村工作组组长、各村（居）委会

书记主任、镇平安办负责人担任。成

立以龙楼镇干部职工为主的镇级联防

联控巡逻队，加大重点场所（部位）巡

查力度，加大重点人群排查整治力度，

加大治安防控宣传力度。

海口美兰区开展安全宣传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何海东 通讯

员陈尾娇）12月7日，海口市美兰区农

业农村局督导组深入各镇指导开展采

摘槟榔触电安全防范宣传教育和治理

范围种植情况调查核实工作。

督导组深入各镇就如何落实工作

责任、加强宣传教育、消除安全隐患和

按照要求开展治理范围槟榔种植情况

调查核实等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明

确了调查的范围、大小的分类和赔偿

的标准等内容，为摸清治理的基本情

况和抓好下一步实施治理工作奠定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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