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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何
俊侪）12月17日晚，2022第二十六届

中国·三亚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开

幕，一年一度的天涯婚典也如约而

至，来自全国各地的17对伉俪，深情

相望，许下感人肺腑的爱情宣言。

据介绍，自1996年以来，天涯海

角国际婚庆节已成功举办了 25届，

活动内容、组织规模等方面不断提

升，为各大婚庆行业代表们共同探讨

未来婚庆市场发展方向提供了非常

好的交流平台，成为全国婚庆旅游行

业具有影响力的节庆活动，推动了三

亚婚庆旅游产业的升级和发展。

据介绍，2022第二十六届中国·

三亚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以“成为推

动三亚婚庆旅游整体市场推手”为理

念，从“参与性、延续性、创新性、联动

性、国际性、权威性”六大特性着手，倾

情推出婚庆行业年度奖项评选、“婚潮

新秀”2022婚纱礼服及婚礼场景设计

大赛、“狂欢礼遇”2022专场蜜月旅行

季和免税购物季、2023时尚婚纱趋势

发布大秀等活动，为浪漫赋能，为行业

助力。

新人中，有参加抗疫的医护人员

和志愿者们，他们“舍小家为大家”，

能吃苦、能战斗、能奉献，与时间赛

跑，同病毒较量，日夜奋战在一线，守

护百姓的生命健康与安全。

天涯婚典现场，由国内知名空间

设计师蔡上打造的舞台如梦如幻，既

具备浪漫色彩，又流动着时尚气息，

整体提升婚典的氛围。

2022第二十六届中国·三亚天涯海角国际婚庆节开幕

17对情侣在海边
许下爱的诺言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结合提升高校

及周边区域安全管理水平，加强推进普

法教育，以“宪法宣传周”为契机，组织

开展丰富多样的学习与实践教育活

动。通过上思政课宣讲党的二十大精

神及普法教育，营造良好的校园法治氛

围，帮助学生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促进广大学

子成长为能够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

该学院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

主渠道作用，全学院领导班子全员齐上

讲台，大力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夯实

站稳意识形态主阵地。海南软件职业

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詹少斌根据自身分

管工作和专长，结合学生专业学科背

景，深入思政课堂作了一场又一场精彩

的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报告。这一系

列宣讲主要面向全校各院系不同专业

学生传播知识、促统思想、塑造灵魂，形

成了示范效应和聚集效应。

近日，为提高学院依法治校水平和

全院师生的法律意识，该学院精心部署

制定相关普法方案，线上充分利用学校

官方微信公众号、校园网站等多种渠

道，及时发布宪法相关知识，对师生进

行宣传教育，在全校范围内形成了学宪

法、用宪法的浓厚氛围，增强了宪法宣

传教育效果，有效提高了宪法宣传的覆

盖面和影响力。线下发挥班会及思政

课的宣传作用，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

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主

题普法教育，发放法律宣传手册，积极

向全体师生普及宪法知识、树立宪法意

识、弘扬宪法权威。

另外，该学院以第七个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宪法宣传周”为契机，深入

开展第七届海南省学生“学宪法 讲宪

法”“宪法宣传周”等法治专题活动。

通过现场观摩、知识竞赛和专栏学习

等方式，进一步增强广大师生的普法

意识和法治素养。还多种形式进行学

习，推进宪法网络学习，组织引导学生

登录教育部普法网或登录微信小程序

“青少年普法”，在第七届全国学生“学

宪法 讲宪法”活动专题页面，完成相

应学段的在线学习、练习与综合评

价。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学宪法 讲宪

法”知识竞赛，最终该学院学生在全省

17 所高校中脱颖而出，荣获三等奖。

还教育引导广大干部教师用好学法

“海南省智慧普法云平台”，积极开展

在线法治学习。采取集中学习和自学

相结合、线上学习和线下学习相结合、

公共法学习和专业法学习相结合的方

式，通过组织开展研讨交流、党支部学

习、法律知识测试等形式开展学法普法

活动，增强学习实效。

詹少斌表示，学院领导深入课堂给

学生讲思政课与普及法律知识，既是加

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重要

举措，也是推动构建学校“大思政”格局

和“三全育人”工作体系的有效途径。

今后，学院将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增强

教学的吸引力、说服力、感染力，增进学

生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

（郭愿 钟智辉）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吴清剑）
12月16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

队走进北斗社区“摆摊设点”，将消防宣

传搬进集市，让消防宣传贴近生活，打通

基层消防宣传“最后一公里”。

活动中，消防安全宣传人员利用自

身消防安全知识，为参与活动的社区

群众讲解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消防安

全问题，现场指导社区群众如何正确

使用灭火器，以及如何在火灾发生初

期时及时进行扑灭，并及时发放安全

宣传手册，让社区居民在聆听讲解的

同时，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到详细的

消防安全知识，提升群众的消防安全

意识。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普法与思政教育显成效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詹少斌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中层及以上干部参观2022年全省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巡回展

本报讯（林鸿河 记者许光伟 马宏
新）近日，儋州市公安局针对群众反映强

烈的突出违法犯罪行为坚持露头就打、

快查快处，及时查处一起“租车套路”诈

骗案件，抓获违法行为人4名。

12月12日，儋州市公安局接到两名

年轻男子小张、小许报警求助，称两人在

汽车租赁过程中遭遇了“套路”，不仅要

“赔偿”对方一笔不小的费用，还遭到了对

方殴打。对此，儋州警方高度重视，立即

将该案转至辖区前进派出所介入调查，全

力保障群众人身财产安全不被侵犯。

警方询问得知，小张、小许系于事发

当天在那大镇花果山某租车行租用了一

辆汽车使用，结果车刚拿到手没多久便

无法启动。以为汽车本身存在质量问题

的两人随即返回租车行内找到负责人欧

某文、黄某源等人讨要说法，没想到对方

气势更盛，直指是小张、小许两人在用车

过程中加了劣质汽油导致车辆损坏，并

向两人索要汽车修理费用7000元。争执

过程中，见小张、小许不愿给钱，租车一

方中的黄某源便动手殴打了小张，并用

烟头烫伤其额头。最终，迫于无奈的小

张、小许两人只得暂时答应同意赔钱，借

口外出取钱的机会联系到家属向警方报

警求助。

详细了解案发经过后，前进派出所民

警立即出击，快速将仍在安心等待对方

送钱的租车行一方共4名违法行为人一

举抓获。经审讯，黄某源、欧某文、陈某

杰、蒲某冠对其运用技术手段故意控制

轿车油电系统中断、蓄意骗取他人钱财

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违法行为人已被儋州警方依法

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本报讯（记者黄君）近日，海口市公安

局龙华分局抓获一名潜逃27年命案逃犯。

据了解，12月10日17时许，海口市

公安局龙华分局犯罪侦查大队接到省公

安厅下发的一条网逃预警线索。经过分

析研判，专案组民警迅速锁定了网逃命

案嫌疑人的详细信息，并于当天晚上9

时许，在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西路某大厦

保安宿舍将已漂白身份的命案在逃人员

杨某抓获归案。经初审，犯罪嫌疑人杨

某如实供述了其于1995年5月6日在河

南省安阳市家中因喝酒发生争执用刀将

受害人王某某砍死的犯罪事实。

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已被移交河

南省安阳市警方作进一步处理。

漂白身份潜逃27年
河南一命案逃犯在海口一大厦保安宿舍落网

本报讯（记者杨晓晖）12月14日

至 15日，琼海市公安局连续重拳出

击，顺线深挖，由刑侦部门统筹各警

种50余名警力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

功打掉1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和1个

收贩卡团伙及1个固话窝点，查处违

法犯罪嫌疑人 20名，现场扣押手机

70余部、台式电脑10余台，涉案金额

200余万元，核破案件50余起。

12月14日，琼海市公安局办案人

员在中原镇某出租屋内抓获冯某等涉

电诈犯罪嫌疑人共6名（均为男性），

成功捣毁诈骗窝点一处，现场扣押作

案手机60余部、台式电脑8台，涉案

金额10余万港币，核破案件40余起。

经查，今年4月份左右，犯罪嫌疑

人冯某等人为了牟取非法利益，冒充

境外陪酒女性，利用某社交平台软件

与境外男性交友聊天。随后，冯某以

提供出台服务费、担保金等为由实施

诈骗。目前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12月15日，琼海警方针对近期活

跃在市辖区为诈骗团伙提供信息网络

服务、收贩手机卡的违法犯罪人员进

行集中收网，共查处违法犯罪人员14

名，涉案金额约 200万元，核破案件

14起。

经查，为了牟取非法利益，马某纠集

陈某杰等人以每张200元至400元价格

收购李某、王某云、林某等12人名下电

话卡提供给境外诈骗团伙用于电信网络

诈骗，目前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琼海警方抓捕20名电诈嫌疑人

核破案件50余起

保亭加强电动自行车停放
充电规范管理

开现场会
讲解防火攻略

本报讯（记 者 连 蒙 通 讯 员 李 海
英）12月 16日上午，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召开经营性自建房电动自行车集

中停放充电场所规范化现场会，进一步

加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规范化管理

工作，预防电动自行车火灾的发生。

现场会期间，消防大队监督员就此

次安装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建设

的目的和意义，发放消防宣传资料，强

调预防电动车火灾的重要性，要深刻汲

取类似火灾事故教训。现场人员实地

观摩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标准化试点

后，讲解员向大家介绍了在电动自行车

停放场所采取的独立设置安全区域、配

置干粉灭火器、智能充电设备及简易自

动喷淋装置等方法，确保一旦发生火

灾，充电装置会自动断电保护，简易自

动喷淋灭火装置有效控制火势蔓延。

半挂车深夜侧翻
一人被困
琼海定安两地消防联手救援

本报讯（记 者 连 蒙 通 讯 员 马 其
辛）12月 17日 3时 56分，环岛高速公

路东线海口往三亚方向差500米到黄

竹互通处，1辆半挂车侧翻1人被困，经

定安、琼海两地消防救援部门合力相

救，被困人员成功脱困。

当天琼海市消防救援支队接警后，

立即出动2车12人赶赴现场。定安县

消防救援大队接警后也赶往现场。救

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现场为半挂车

在高速上行驶时撞向侧面护栏，使车辆

翻倒至路边坡下，半挂车驾驶舱变形后

将1名人员被困其中，情况十分危急，

琼海、定安两地消防指战员做好警戒

后，随即对车头驾驶室进行逐步清理，

利用破拆工具扩大内部空间和被困人

员周边空间。随后，一名被困人员被成

功救出，移交给医护人员观察治疗。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市民租车遭遇“套路”
儋州警方抓获4名违法行为人

本报讯（记者李崇育）12月15日

下午，第五届中国（海南）-东盟大学

生文化周在海口经济学院举行。

本届文化周由大学生短片大赛、

国际摄影展览和颁奖典礼三大板块组

成，邀请数十个国家的大学生参加。

前两个活动由海口经济学院中广天择

传媒学院和东盟学院承办，颁奖典礼

由该校艺术团承办。

短片大赛设立“青椰奖”，具体奖

项有“青椰特别奖”“青椰最佳短片

奖”“青椰最佳导演奖”“青椰最佳摄

像奖”和“青椰最具人气奖”，其中“青

椰最具人气奖”等由大众评审团评

审。最终，广西艺术学院的《花的自

述》荣获“青椰最佳短片奖”，海口经

济学院的《神耀宗》荣获“青椰最佳导

演奖”，马来西亚泰莱大学的《What

can we do for the“Blue”》荣获

“青椰最佳摄像奖”，肇庆学院的《柑

甜》荣获“青椰优秀短片奖”，山西传

媒学院的《画里小河》荣获“青椰优

秀导演奖”，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的

《开往春天的慢火车》荣获“青椰优

秀摄像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

《家书》荣获“青椰最具人气奖”。获

奖者获得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

织联合会节目交易委员会和大赛组

委会联合颁发的精致奖杯、获奖证书

和奖金。

第五届中国(海南)-东盟大学生文化周落幕

多所学校在
大学生短片大赛中获奖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 陈
俊锐 谭婕）近日，三亚市公安局吉阳

分局破获一起电缆盗窃案，刑事拘留

1人、行政拘留1人。

据悉，12月6日，吉阳分局荔枝沟

派出所接到事主李先生报警称，其在

吉阳区南丁村科技园隧道旁芒果园内

铺设的电缆线被盗。接报后，民警迅

速赶往现场展开调查。

通过调取相关资料分析研判，民

警迅速锁定男子王某中有重大作案嫌

疑，并于当天20时许依法将王某中传

唤回派出所接受进一步调查。

经查，11月30日15时许，王某中

驾驶电动车在南丁村科技园隧道旁发

现围墙外有一条裸露在外的电缆，王

某中心生贪念，便把总长50米的电缆

全部拔出，用携带的袋子将电缆打包

盗走。12月5日12时许，王某中将所

盗电缆以210元的价格出售给某废品

回收站。根据王某中的供述，12月9

日17时许，民警依法将涉嫌收购有赃

物嫌疑物品的刘某贞传唤回派出所接

受调查。

目前，吉阳分局依法对王某中刑

事拘留；对刘某贞处以行政拘留10日

并处罚款1000元，案件正进一步办理

中。

三亚一男子盗窃电缆卖给废品回收站

盗窃者收赃人全都被抓

本报讯（记者董林）大白天竟然

冒充移动公司工作人员上门盗窃。

12月 15日，东方市公安局大田派出

所破获一起冒充移动公司工作人员盗

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一名。

12月 14日 15时许，大田派出所

接到被害人王某书报警称，其银行卡

上的2万元不见了。接报后，该所民警

立即向王某书详细了解情况。据了

解，李某自称是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

以安装宽带网络为由骗取王某书信

任，随后使用王某书的手机，在王某书

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王某书银行卡上

的2万元转账到自己的支付宝上。

民警立即展开案件侦办工作，

经多方调查取证，发现嫌疑人李某

的活动轨迹。12月 15日，民警将嫌

疑人李某抓获。经调查核实，犯罪

嫌疑人李某对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目前，东方警方依法将犯罪

嫌疑人李某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

步侦办中。

2万元转到自己支付宝上
一男子因盗窃被东方警方刑事拘留

陵水消防进社区“摆摊设点”宣传消防安全

群众上街“购”安全

消防人员为群众讲解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消防安全问题（陵水消防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