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副校长赵勇向学生讲解防诈知识
(司法所供图)

关注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专项行动

本报讯（记者麦文耀）9月21日，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法院公开审理一宗

涉养老诈骗案件，该案由保亭法院院长

担任审判长，部分政法干部及社区群众

参加旁听。

据了解，被告人凌某进在保亭金江

农场经营一家电脑店，主要从事监控安

装和电脑安装等业务。因个人财务出

现问题，他对外谎称有监控安装、投资

买房等项目可获高额回报，并通过提供

虚假转账凭证和从网上购得的虚假合

同、房产证等交给被害人骗取被害人信

任，先后骗取李某清（现年83周岁）、梁

某芳（现年80周岁）、张某萍（现年64周

岁）、许某生（现年64周岁）等7名被害

人钱款共计231.4万元，所骗钱款全部

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和挥霍。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凌某进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诈骗他人财

物共计231.4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犯罪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触犯

了刑法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凌某进对公

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由

于该案案情复杂，法院将择期进行宣

判。

骗走7老人231万余元
保亭一店主涉诈骗罪受审

本报讯（记者杨春梅 通讯员王
雷）“要松土，每根苗之间要保持一定

的距离……”9月20日，五指山市公

安局森林分局党支部党员民警在畅

好乡番贺村村民的指导下，边学边

干，在田间地头帮助村民种植红薯。

党员民警们撸起袖子、俯下身子，忙

得汗流浃背，不亦乐乎。

活动现场，50多名党员民警们

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场面热火朝

天。一些党员是初次种红薯，没有经

验，他们就主动、虚心向有经验的村

民请教，一边学习一边干活。大家齐

心协力，有的翻土、起垄、挖坑，有的

插苗、培土，虽然头顶烈日，但大家脸

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田地间不时

传出阵阵欢声笑语……经过两个小

时的劳作，大家种植了10亩地红薯。

“这次主题党日活动，是一次充

满泥土味、汗水味、人情味的田间地

头主题党日活动，旨在通过开展这样

的活动，让党员民警走到田间地头，

与村民一起劳动，不忘为民初心。”该

局相关负责人说。

五指山公安局党员民警与村民一起劳动

把主题党日活动开到

五指山民警在田间地头帮助
村民种植红薯(警方供图)

本报讯（陈太东）9月19日，乐东

黎族自治县禁毒办联合抱由镇禁毒

专干、禁毒志愿者等，在乐东中学开

展秋季开学禁毒宣传第一课活动。

活动中，禁毒民警、禁毒专干、志

愿者等结合展品，向学生和家长深入

浅出地讲解各类毒品的成瘾机制、对

人体的危害、如何识别毒品伪装、如

何防范不法分子的引诱等禁毒知识，

引导大家参观仿真毒品、发放禁毒宣

传资料，呼吁大家增强自我防范意

识，警惕不法分子的引诱，积极关注

禁毒资讯，把禁毒知识传递给身边的

人。

乐东禁毒办开学第一课“主讲”禁毒

增强师生自我防范意识

民警向群众发放禁毒小礼品（乐东禁毒办供图）

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

行动的部署，海南省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

办公室设立举报电话、电子邮箱，受理反映我省养

老诈骗违法犯罪的来信来电。举报电话：0898—
65236918，举报信箱：海南省海口市A096号邮政

信箱，电子邮箱：hndjzzylzp@163.com，受理电话
时间：工作日8：30—12：00，14：30—17：30。

扫码进入中央政法委12337智能化举报
平台“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线索举报入口”

我省公布养老诈骗违法犯罪举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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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吕书圣 通讯员谢芳）9
月22日，共青团海南省委、省司法厅、省普

治办、省教育厅等部门开展“学生欺凌的

防范和应对方法”云直播活动，进一步提

升青少年预防学生欺凌的意识和处理学

生欺凌的能力，打造平安校园、和谐校园。

“父母或监护人发现中小学生遭受

校园欺凌，或者是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

侵犯，应该及时制止、了解情况并采取保

护措施。”主讲人通过具体案例分析、生

活场景再现等方式，分别从“学生欺凌的

危害后果”“遭遇学生欺凌怎么办”“以及

如何预防学生欺凌”等方面依次展开，并

结合发生的此类典型案例，以案释法。

我省各大中小学校组织学生在线上

观看了此次直播，直播点赞人数达61万。

我省多部门联合组织关注防范学生欺凌云直播

打造平安校园和谐校园
聚焦新一轮 禁毒三年大会战禁毒三年大会战

陵水法院审结
两起涉恶案
两人暴力催收非法债务等获刑

本报讯（记者麦文耀）近日，陵水

黎族自治县法院依法审结以杨烈枫为

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2起涉恶案件，

分别为被告人龙册彬敲诈勒索案、被

告人杨烈日敲诈勒索案。

杨烈枫自2010年开始在陵水放

高利贷，之后以此为生。为牟取更大

的非法利益，杨烈枫、龙册彬、杨烈日

以及其他被告人纠集在一起，指使手

下实施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的

“套路贷”，以暴力、胁迫、恐吓、骚扰他

人的方式催收非法债务，为报复而非

法拘禁他人，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

乱陵水地区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

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法院经审理，以被告人龙册彬犯

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 3个

月，并处罚金4万元；以被告人杨烈日

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3个

月，并处罚金4万元。

本报讯（记者杨春梅 通讯员王
雷）9月19日至21日，五指山市公安

局禁毒大队联合番阳镇、畅好居、畅

好乡禁毒办到番阳镇番阳村委会、孔

首村委会和畅好居红卫社区、红星社

区及畅好乡草办村委会、番通村委会

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活动中，禁毒民警和镇居禁毒办

工作人员向群众推广“中国禁毒”“海

南禁毒新媒体”公众号，方便群众随

时了解禁毒知识。

“这是吗啡，这是可卡因，这是大

麻……”在村（居），民警通过摆放常

见仿真毒品和禁毒知识展板，向群众

讲解毒品的种类、危害、典型案例以

及防毒拒毒知识，并动员群众积极举

报涉毒违法犯罪线索。

“通过观看仿真毒品展示和听民

警的讲解，我更加深刻认识到毒品的

危害。”畅好居的黄大伯说。

五指山民警进村（居）宣传禁毒知识

动员群众举报涉毒线索

本报讯（记者许光伟 郝文磊）近
日，昌江黎族自治县检察院叉河检察

室联合叉河镇团委走进叉河中学开

展以“健康青春 你我同行”禁毒防艾

为主题的法治宣传进校园活动。

活动现场，叉河检察室工作人员

通过发放宣传材料、现场解说等形

式，让在校学生正确认识毒品的种

类、危害以及艾滋病的概念、传播途

径和预防措施，不断增强学生拒绝毒

品、预防艾滋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工作人员还以该院办理的真实案例

为切入点进行现场解说，提高学生的

自我保护能力。

昌江叉河检察室法治宣传进校园

引导学生识毒防毒拒毒

公 告
兹有一女婴于2021年5月1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三才镇大园村委会原

四连部队营区附近被捡拾，捡拾人向辖区派出所报案后查找不到生父母，现

请该女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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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9月22日

作废声明
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山支行不慎遗失一张社保卡预制

卡，凭证号为：648092049314，现特此声明作废！

本报讯（记者李传敏 通讯员周孝
仁）9月21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司法

局红毛司法所所长兼新伟学校法治副校

长赵勇为该校初一学生带来一场“小手

牵大手 携手防诈骗”专题宣讲课。

赵勇首先从“小手”“大手”指代的

人说起，希望在座的学生给家人特别是

老人多多做好防诈预防。

宣讲现场，赵勇带领学生学习了由

县委政法委致家长的一封信，重点对信

中的七条倡议作解读，其间穿插养老诈

骗案例，揭露犯罪分子利用养老产品、

收藏品、代办养老保险、投资养老项目

等各种手段实施诈骗犯罪的惯用套路，

希望学生当好宣传员，回家向爷爷奶奶

宣传，捂紧养老钱，不要上当受骗。

小手牵大手 携手防诈骗
琼中红毛司法所干警走进校园开展专题宣讲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罗凤
灵 符宝山）临高男子王某在家中存

放17瓶“神仙水”，让朋友帮忙拿去

KTV，不料途中被民警查获，检出甲

基苯丙胺和氯胺酮成分。近日，省二

中院维持一审法院判决，王某犯非法

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9个

月，并处罚金3万元。

2013年 2月 21日晚，王某在临

高县多文镇某宾馆开房后，打电话叫

陈某伟、陈某良（均已判刑）过来聊

天。在聊天过程中，王某接到朋友电

话邀他去某KTV玩，王某便叫陈某

伟和陈某良到家中将他存放在电视

柜里的“神仙水”带到该KTV。陈某

伟和陈某良从王某家中拿出 17 瓶

“神仙水”，准备给王某送去，当二人

骑车至多文镇某学校附近时被设卡

民警查获。经鉴定，送检的17瓶可

疑液体共净重458.83克（442毫升），

检出甲基苯丙胺和氯胺酮成分。

一审法院认为，王某违反国家毒

品管理法规，非法持有含有甲基苯丙

胺和氯胺酮成分的毒品，其行为已构

成非法持有毒品罪,遂作出上述判决。

王某上诉后，省二中院经审理认

为，原判认定上诉人王某犯非法持有毒

品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

法律正确，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

序合法，应予维持。王某的上诉理由不

能成立，不予采纳，省二中院遂作出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

家中存放17瓶“神仙水”
临高一男子犯非法持有毒品罪获刑

儋州召开扫黑除恶常态化推
进会

压实责任
加强协作

本报讯（林鸿河 记者许光伟 马
宏新 通讯员李开胜）9月22日，儋州

市召开扫黑除恶常态化推进会，对开

展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重点工作进行

再安排再部署。

会上，儋州市教育局、市金融管

理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汇报本单位

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情况，市法院、

市检察院、市公安局部署本系统扫黑

除恶常态化工作。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加

强组织领导，把扫黑除恶斗争作为政

法工作和平安建设的重点任务进行部

署，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要加强

政法部门与行业领域监管部门之间的

协作配合、信息共享、会商研判，形成

扫黑除恶的工作合力。要定期开展督

导检查，增强全市各级各部门主要领

导抓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的责任感和

主动性，层层传导压力、压实责任。

儋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何

先英出席会议。

扫黑除恶 海南在行动海南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王季）9月21日，澄迈

县司法局金江司法所组织在册社区矫

正对象进行“一对一、面对面”心理辅导

活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陈老师

进行辅导，针对不同的社矫对象进行指

引、教育和感化，帮助他们克服负面情

绪，提高自我调适和心理疏导能力。

据了解，本次心理辅导活动依据

每个社区矫正对象的心理特点，以及

结合他们的“SCL——心理自评量表”

测试结果，进行筛选分类，有针对性地

制定切实可行的辅导方案。通过案例

教导、心理平衡疗法、心理咨询答复、

重构守法心理等方式进行教育辅导。

通过此次心理辅导，帮助社区矫正

对象认识自我和真我，缓解心理压力，

提高自解、自愈的能力，引导他们以乐

观积极的心态完成矫正。

澄迈司法局开展社矫对象心理辅导

舒缓压力 从心开始

田间地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