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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意萦绕、大山环抱，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湾岭镇水央村一栋栋房屋错落有

致，一幅村强、民安、景美、人和的美丽乡

村画卷呈现在眼前。

“咱们都要学法、懂法、守法，运用法

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如果以后遇到

什么法律问题，可以先找我问问……”12

月14日，水央村的“法律明白人”杨开川

来到村民家中，和他们唠唠家常，并普及

常用法律知识。

培育“法律明白人”是“枫桥经验”

在基层治理中的生动实践。今年以来，

水央村作为琼中新时代“枫桥经验”基

层示范点的第一批试点单位，引导社会

协同参与，形成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顺畅

高效体制机制，强化矛盾纠纷源头化

解，做到了矛盾纠纷就地化解，不上交，

不激化，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法律明白人”
让群众“更明白”

杨开川是水央村人民调解员，由于做

事公道、反应机敏，深受群众欢迎。今

年，他成为水央村“法律明白人”中的一

员，来找他的群众也更多了。

“你看这种情况，这块土地属于我的

吗？”“万一邻居再来骂我，我不想默不作

声。”面对群众的问题和小摩擦，在基层

工作多年的杨开川深知村里的阿公阿婆

们，能接受什么形式的“讲道理”。“跟他

们要讲大白话，不说虚话。怀着真情实

意地沟通，他们能感受出来的。”杨开川

对记者表示。

今年来，琼中全面组织实施“法律明

白人”工程， （下转2版）

琼中水央村遴选培育“法律明白人”，多部门信息共享从源头化解纠纷

让“矛盾结”变“和谐扣”
■本报记者 王巍 李传敏

记者 基层走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近期，退烧药、

感冒药“一药难求”。12月20日，记者从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从12月21

日至23日，海口市42家药品零售连锁企

业将向市民免费发放4万粒退烧药，每人

限领4粒，发完即止。

据了解，近期，药品的市场需求急

剧增加，特别是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

等退烧药供不应求，海口市零售药店出

现了缺断货现象，市民纷纷反映买不到

退烧药。为了满足市民用药需求，海口

市政府正在全力帮助全市药品生产经

营企业筹措原料，扩大产能，优先保障

本地医疗机构和市场供应，同时严厉打

击囤积居奇、哄抬药价、散播虚假消息

等违法行为。在市场供应紧缺得到缓

解之前，海口市 42 家药品零售连锁企

业主动扛起社会责任，积极响应政府号

召，紧急筹措出 4 万粒退烧药，免费向

市民发放。

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呼吁广大市

民，不必过分迷信“网红”药品，市场上

其他同类可替代品种很多，请理性选

择，按需购买，科学合理用药，切勿盲目

囤药。另外，海口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微

信公众号“海口药闻”将会及时为市民

发布涉疫药械相关信息和用药科普知

识，敬请关注。

海口今起免费发放4万粒退烧药
每人限领4粒发完即止

水央村组织村“两委”工作人员、专职人民调解员、网格员、片区民警在村中巡逻并上门走访 记者王巍 摄

本报讯（记者陈敏）日前，被告人

王某开等123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

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经营、敲诈勒

索、故意伤害等罪，由省检二分院向省

二中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依法

告知了王某开等123名被告人享有的

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王某开等

人，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

检察机关指控：20世纪 90 年代

初，被告人王某开跟随他人混迹社会，

帮助管理赌场，被告人韩某、陈某锋等

人也陆续到该赌场工作。1998 年 5

月，王某开陆续拉拢被告人吴某徐、许

某等社会闲散人员及被告人王某坤、

王某海等家族成员加入。为进一步树

立在定安地区的强势地位和非法权

威，王某开陆续拉拢被告人莫某杰、孙

某岱等多股势力及社会闲散、前科劣

迹人员加入组织。2008年，王某开又

将刚刚刑满释放的莫某武收至麾下。

至此，该组织实现了在定安地区黑恶

势力的垄断地位。

该组织利用其在当地的强势地

位，对定安等地区的赌场、私彩、砂场和

市政工程等多个行业、领域形成非法控

制或重大影响。为寻求非法保护，拉

拢、腐蚀公职人员充当“保护伞”，包庇、

纵容其违法犯罪行为，导致该组织在定

安等地实施的大量违法犯罪活动长期

未被打击处理，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

济、社会生活秩序。依法应当以组织、

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经

营罪、敲诈勒索罪、故意伤害罪、开设赌

场罪、聚众斗殴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

事罪、非法采矿罪、串通投标罪、抽逃

出资罪、容留他人吸毒罪、催收非法债

务罪等追究其刑事责任。

敲诈勒索 开设赌场
定安王某开涉黑案123人被提起公诉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 通讯员肖
鹏）12月19日上午，省司法厅党委书

记、厅长、厅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组长符

鸣主持召开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传达有关疫情防控工作文件精神，

分析研判形势，研究部署省司法厅疫

情防控工作。

会议强调，要提高认识，充分认识

当前疫情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做好

各项准备工作，积极应对疫情防控新

阶段的各项挑战。

会议要求，做好个人防护是当前

疫情防控的第一要务，非必要不前往

人员密集场所；坚持戴口罩、勤洗手、

常消毒，做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

人”。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司法厅机关

最新疫情防控工作方案。要做好重点

防疫物资的储备，按需参加核酸检

测。监所要坚持以人为本，强化重点

人群管理，守护好他们的生命健康；要

坚持底线思维，重点抓好人防、物防，

实行“两点一线”上下班模式，选派优

秀青年戒毒民警到监狱跟班学习，切

实筑牢监所疫情防控安全屏障。

省司法厅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

强化管理守护生命健康

本报讯（记者陈敏）日前，东方八

所张某豪等53人涉嫌组织、领导、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伤害、寻衅滋

事等罪，由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向海口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

告知了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

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值班

律师及被害人的意见。

检察机关指控：2001年开始，张某

豪以其家族势力为核心，以宗族和姻

亲为纽带，利用其宗族势力和在当地

任职的家庭成员提供支持和庇护，在

东方市八所地区逐步形成以张某豪为

组织者、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2001年至2021年期间，该组织为牟取

巨额经济利益，积极插手操纵八所村

历届村委会选举，并通过暴力、威胁、

贿买等手段非法倒卖八所村农村集体

用地。纠集组织成员在其家中及东方

市多地大肆开设赌场。通过寻衅滋

事、强迫交易、串通投标等违法犯罪垄

断八所港货物运输行业。在未取得采

矿许可证的情况下，以平整土地及承

揽项目为掩护，在东方市多地肆意非

法采矿。该组织盘踞在东方市八所地

区长达二十余年，为非作恶，欺压、残

害群众，称霸一方，造成1人死亡，1人

重伤，4人轻伤，4人轻微伤。该组织干

扰、操纵基层组织选举，肆意侵占八所

村集体土地使用权，严重毁坏八所村土

地、矿产等资源，非法控制八所港货运

业务，严重破坏了八所地区的基层治

理、经济和生活秩序，依法应当以组织、

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倒

卖、转让土地使用权罪、故意伤害罪、寻

衅滋事罪、串通投标罪、开设赌场罪、赌

博罪、强迫交易罪、故意伤害罪、虚开增

值税发票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等罪

追究张某豪等53人的刑事责任。

非法采矿 欺压群众
东方八所张某豪涉黑案53人被提起公诉

本报讯（记者肖瀚）12月1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正式实

施，为更好贯彻反诈法的宣传工作，海南

反诈中心现面向全社会有奖征集反诈中

心形象LOGO，纵深推进全民反诈。

此次征集的海南反诈中心形象

LOGO要求主题鲜明，寓意深刻，符合

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定位，

形象生动，具备识别性、独特性、创意

性和艺术性。

征集大赛分为征集、投票、评审、

展示、发布五个阶段，设优秀候选作品

奖10件，每件作品奖励2000元；最佳

设计作品奖1件，奖励3万元；最佳人

气作品奖1件，奖励1万元；所有奖项

均由专家评审委员会颁发证书。

征集大赛面向全球征集，具有专

业设计水准的个人和机构均可参加。

征集时间：12月 19日至 12月 28日，

应征作品需要附上设计说明、设计思

路，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进行提交，电

子 邮 件 请 发 至 活 动 官 方 邮 箱 ：

HNfzlogo2022@163.com，咨 询 电

话：江女士17789763210。

海南反诈中心有奖征集形象LOGO

奖金最高3万元

本报讯 12月20日，省委书记、省委

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沈晓明在海

口调研防疫物资储备工作并主持召开座

谈会，强调要优化体制机制，加大储备力

度，合理配置资源，采取多元化储备方

式，提高防疫物资供应能力，为疫情防控

提供有力支撑。省长、省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总指挥冯飞参加。

沈晓明先后到海口市妇幼保健院、琼

山区攀丹社区卫生服务站，调研了解防

疫药品储备使用情况，检查发热门诊规

范设置、医护人员配备和患者就诊流程

等工作。

座谈会上，沈晓明听取了全省防疫

物资储备、发热门诊设置等情况汇报。

他强调，要加强疫情发展趋势监测，防

控策略要从防发病到防重症、保健康转

变，有效防止医疗资源挤兑，实现医疗

资源合理分配。要摸清全省底数，按照

在琼人口峰值，对药品、发热门诊、医护

人员等医疗资源做足充分准备，做到

“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要完

善储备方式，以商业储备为主、政府储

备为辅，兜底保障群众基本用药需

求 。要全面加强药品市场监管，完善

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监督机制，

教育引导群众合理购药用药。要因地

制宜、科学规范基层发热门诊设置，完

善就诊流程，保持诊室通风，加强环境

消杀，避免交叉感染。

省领导罗增斌、巴特尔参加活动。

（沈伟）

沈晓明在调研防疫物资储备工作时强调

加大储备力度 提高供应能力
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支撑

冯飞参加

本报讯（记者麦文耀）2022年（第二

十三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于12

月23日在海口启幕，打造一场海岛旅文

欢乐嘉年华。

记者从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获

悉，今年欢乐节将以开幕式及闭幕式、海

口主会场活动、市县分会场活动、九大主

题旅游线路等四大版块展现。其中海口

市为主会场，三亚市、儋州市、万宁市、文

昌市等4市为分会场，各市县将举办形式

多样、特色鲜明的系列活动。

欢乐节开幕式将于12月 23日晚在

海口骑楼老街举行。届时，现场将有南

洋主题歌曲表演、水巷口之夜舞蹈快闪、

琼剧表演、海南鸡饭节沉浸式风味市集

等精彩活动，带领人们沉浸式感受海南

本土文化。

海口主会场以及各分会场都准备了

精彩纷呈的活动。其中，海口主会场推

出首届海南鸡饭节、水巷口美食嘉年华、

海口城市文化印记成果展、“团圆海口·

温情节”活动、“双城之恋·2023我爱你”

活动等5项精彩配套活动；三亚分会场将

举办非遗跨年嘉年华、2022第七届三亚

国际文博会和槟榔河热夜狂欢节3项活

动；儋州分会场将举办2022融合嘻哈盛

典，多位人气明星将共同打造一场年度

说唱视听盛宴；文昌分会场做足“椰子”

文章，举办椰子文创市集、“畅游文昌，乐

购椰子王国”等4项活动；万宁分会场则

擦亮体育招牌，将举办2022年万宁市篮

球公开赛和中国沙滩足球巡回赛（海南

万宁站）2项精彩活动。

值得期待的是，省旅文厅还针对海南

冬春旺季市场特点及需求，整合全省精

品旅游景区、乡村旅游、购物旅游等多方

面资源，创新推出九条主题旅游线路，涵

盖红色、购物、乡村、康养、会展、海洋、研

学、雨林、体育等九大主题，让游客畅享

美景，个性玩转海南岛。

2022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12月23日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