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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 基层走

暖新闻

本报讯（记者宋飞杰）1月16日，
白沙黎族自治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李锋一行4人到七坊镇南洋村表彰
见义勇为积极分子韦雄耀。

据介绍，2022年3月20日下午4
时许，1名成年女性带着3名幼童在
南洋村保柴水库岸边捡螺时，成年女
性与1名女童失足落入水中，2人均
不会游泳，另外2名幼童在岸上哭喊
呼救。当时正在附近放牛的韦雄耀，
听到小孩呼救后立即赶到水库，毫不
犹豫地跳入水中将2人先后救起，并

将4人带离安全地带。
谈起跳水救人见义勇为的过程

时，韦雄耀表示，当时救人时没有想
到后果，只知道去救人。

李锋对韦雄耀救人行为给予高
度赞扬，表示韦雄耀在面对群众溺水
时，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释了见义勇为的高尚品质和人间
大爱，希望他继续发扬见义勇为精
神。随后李锋为韦雄耀颁发“白沙
黎族自治县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证书
和奖金。

白沙县委政法委书记慰问见义勇为人员

褒奖正义 弘扬正气

本报讯（记者许光伟 郝文磊）1
月 18日，昌江黎族自治县委政法委、
县见义勇为工作协会组织开展见义勇
为人员新春慰问活动。

会上，昌江县委政法委副书记范
冠婧代表县委政法委、县见义勇为工
作协会对全县24名获得省、县级表彰
奖励的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属致以新
春的祝福，会后对见义勇为人员进行
慰问。其间，范冠婧与见义勇为人员

及其家属深入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
情况，向他们详细讲解见义勇为人员
的相关政策，并将慰问金送到他们手
上，将温暖、关心和祝福送进他们心
里，鼓励大家要继续发扬见义勇为精
神，弘扬社会正能量，做新时代正能量
的倡导者、践行者。

据悉，此次活动共慰问全县24名
县级以上见义勇为人员，送上慰问金
共计7.2万元。

昌江县委政法委慰问见义勇为人员

弘扬社会正能量

据了解，为有效维护港口治安秩序，
确保返港渔船安全，水上海岸派出所推出

“港口巡逻、送福上船、治安检查、隐患排
查”等平安套餐，全力维护港口平安祥和。

9时30分许，巡逻队伍来到港口渔船
停泊集中区。

“一定要将渔船固定好，将渔网等贵
重物资保管好……”琼海口渔04140渔船
船主张海伟正整理渔船上的渔网等渔具，
打算整理完毕后就上岸回家过节。民警
陈建宇经常到港口巡逻，与张海伟等渔船
民比较熟悉，建立了良好的警民关系，见
到张海伟后，唠起了家常，并不断叮嘱其
上岸过节后，一定要注意渔船的防火防盗
等安全注意事项。

“谢谢你们的安全提醒。过年有空的
时候就来我家坐坐，我给你们做一顿年夜
饭。”面对陈建宇等民警辅警的安全提示，
张海伟热情地向他们发出春节到家做客
邀请。

“不了，谢谢你的盛情邀请，春节期间
巡逻防控任务比较重，要不间断巡逻，估

计没空了……”婉言谢绝后，王咸机带队
又赶到下一艘渔船开展治安检查等工作。

“老张，我们来给你送大米、食用油和
春联等春节礼物了，祝你春节快乐……”
执法艇刚靠近琼海口渔04178渔船，王咸
机就向留守渔船的船主张中华送去新春
祝福。

此时，张中华正在船舱内对渔船进行
检修，听到王咸机的声音后，兴高采烈地
走出了船舱迎接他们的到来。接过新春
礼物，张中华不断感谢，并打开横批为“出
入平安”，内容为“福旺财旺运气旺，家兴
人兴事业新”的春联。

“这春联好呀，吉祥！对于我们渔民
来说，船就是家，家就是船。我打算将春
联贴到渔船船舱门口的两侧，希望来年风
调雨顺，出海平安，渔货满仓。也祝愿你
们新年快乐，平安健康。”张中华拿着春
联，喜笑颜开，并向船舱门口走去。见状，
王咸机和民警辅警也纷纷走向船舱门口，
与张中华一起贴起春联……

在琼海口渔04169渔船上，王咸机带
队不但向渔船主张金宝送去大米、食用油
等春节礼物，还帮张金宝一起整理渔网，
对渔船进行检修，开展消防隐患排查……

忙完一上午的巡逻、检查等工作，巡
逻队伍回到派出所已是中午12时。

“渔民就是我们的家人，能让他们过
上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是我们派出所每
名民警的职责使命。”回到派出所，王咸机
向记者介绍，往年过年，因为渔船民们大
部分返回岸上过年，码头渔船上小偷小摸
案件时有发生。这两年来，通过启用岸线

视频监控等技防手段，结合常态化的港口

巡逻防控，这样的情况已经极少出现了。
今年春节期间，水上海岸派出所将继

续组织民警进港口、登渔船进行巡逻检

查，消除隐患，力保渔船民人身和财产安

全，为上岸过年的渔船民们守好船只，让
他们放心过好年。

海口水上海岸派出所民警进渔港登渔船，为上岸过年渔船
民们守好船只

“平安套餐”让渔船民放心过年

■本报记者 麦文耀

“这段时间，渔船民们大多上
岸回家过年了，码头上比较冷清，
我们民警更要加强巡逻，严防案
事件发生，让渔船民们都能在家
安心过年……”1 月 18 日 9 时许，
海口市公安局水上海岸派出所教
导员王咸机在派出所内，对即将
前往海口新港港口巡逻的民警辅
警部署工作后，便一起驾驶海岸
警察执法艇驶向港口，开始一上
午的巡逻任务。

1月18日，海口水上海岸派出所民警对辖区渔船进行安全检查，并向渔民送上春
联与新春祝福 记者符传问 摄

本报讯（记者王季）“感谢感谢，没有
你们多次调解，真不知道该如何回去过年
……”1月17日，在澄迈县司法局老城司
法所前，农民工朋友们脸上洋溢着笑容。

春节前夕，为了能让农民工顺利按
时足额取得劳动报酬，1月17日，通过专
职人民调解员轮番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
沟通，某劳务公司当场将10.67万元通过
银行转账一次性付给农民工。

近日，8名农民工来到老城司法所反

映，他们于去年2月在老城镇某小区给
包工头刘某做保洁工作，现已完工数月
却未拿到工资，多次讨要未果，于是向司
法所请求帮助。考虑到年关将至，为保
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妥善化解纠纷，调解
员迅速开展调解工作。老城司法所工作
人员通过调查得知，某劳务公司与某房
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保洁服务合同后，
又将保洁服务分包给包工头刘某，由刘
某组织农民工干活，约定待保洁验收合

格后才支付相关款项。于是老城司法所
工作人员先后多次找某房地产开发公司
相关负责人沟通，引导其换位思考，体谅
农民工赚钱不易，同时向其阐明利害关
系，告知其存在的过错和要承担的法律
责任。在专职人民调解员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的耐心调解下，某房地产开发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会尽快筹措资金支付
拖欠的工资款。3天后，8名农民工成功
拿回10.67万元工资。

8名农民工在澄迈老城司法所调解下成功讨薪

回家“安薪”过年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王春
林）近日，记者从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获悉，刘某某等41名农民工陆续到三亚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五行政执法支队
（以下简称“第五支队”）投诉，称被安徽
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拖欠其工资，执法
人员通过走访调查，将该公司及其法定
代表人何某以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
犯罪行为，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据悉，刘某某等41名农民工系安徽

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何
某）在海棠湾某项目上所招用的农民工，
总承包方是河北某股份有限公司。项目
施工后，何某便将劳务工程分别分包给
戈某、魏某等多名包工头。目前总承包
方已经将相应的工程款支付给安徽某建
筑劳务有限公司，但该公司没有及时支
付农民工工资。

农民工投诉后，该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何某拒绝出面配合解决农民工工资问

题，基本处于失联状态。
为了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行为，维护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第五支队执法人员
通过多方走访和调查，及时收集并固
定证据，将安徽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及其法定代表人何某以涉嫌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犯罪行为，移送公安机关进
行处理。目前三亚公安机关已立案侦
查，并对何某取保候审，何某承诺将于
近期筹款。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接到农民工投诉后走访调查、收集固定证据

移送公安机关打击恶意欠薪

陈太东 摄影报道

走访
慰问

1 月 18 日，乐东黎族自治县法
院慰问组带着新春的祝福和问候，
到联系点大安镇西黎村走访慰问
脱贫户。

在脱贫户邢秀玉、监测户邢慧
青家中，慰问组详细了解她们身体
状况、生活保障等情况，并代表法
院送去大米、食用油等慰问品，鼓
励她们坚定信心，积极面对生活，
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帮助下，
日子会越来越好。

海口市美兰区多部门
召开座谈会

助力解决拖欠
农民工劳动报酬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符梦

蝶）1月16日，海口市美兰区检察院联
合美兰区法院、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
局、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
海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
相关部门，召开维护农民工劳动报酬
权益工作座谈会。

座谈会上，美兰区检察院相关负
责人向参会单位介绍该院近年来分
别运用刑事、民事、行政检察职能助
力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案件
办理情况。参会单位围绕专题研究
欠薪案件办理，对农民工工资保障现
状、工作重点难点、调解机制、线索移
送等问题展开讨论、深入分析、充分
交换意见，并就下一步会签协作机制
《关于加强支持起诉工作保护特殊群
体合法权益的意见》达成初步共识。

就发挥检察职能助力解决拖欠
农民工劳动报酬问题，美兰区检察院
相关负责人建议：要强化检察监督，
积极参与集中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
问题专项行动，通过检察建议、支持
起诉、提起公益诉讼等方式，督促政
府相关职能部门落实监管责任、企业
履行主体责任，促进源头治理；要加
强法治宣传，落实“谁办案谁普法”责
任，加大以案普法力度，引导农民工
运用法律维权、企业依法依规经营。

本报讯（记者王巍）1月19日，屯
昌县委政法委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
习省两会精神。

会议指出，要结合学习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领会省两会精
神实质，将贯彻落实省两会精神作为
政法工作下一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原文通读政府工作报告，认真学习领
会今后五年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尤

其是关于政法工作的谋划部署，必须
要了然于心。要加强政法工作创新谋
划，2023年以基层社会治理网格化服
务试点建设为抓手，在创造工作亮点
上下功夫。要抓好眼前工作，切实做
好春节期间的值班备勤工作，严格落
实各项值班制度，确保信息渠道畅通，
处置及时到位。

屯昌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梁晓
慧主持会议。

屯昌县委政法委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
省两会精神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本报讯（记者杨晓晖）1月18日，
琼海市检察院召开院党组扩大会议，
集中传达学习省两会精神，研究贯彻
落实意见措施。

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党对检察
工作的绝对领导，以更高的政治站位，
更强的工作定力，锚定目标不放松，心
无旁骛抓落实，深刻领会“一本三基四
梁八柱”战略框架丰富内涵，持续践行

“以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海
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工作主题，努

力跟上、适应新形势、新发展、新变化
以及人民群众的新需求，依法能动履
行法律监督职责，努力以检察工作现
代化助力政法工作现代化。

会议要求，各部门要以强化政治
建设把牢正确方向、强化理念更新引
领创新发展、强化能动履职完善工作
体系、强化机制改革释放发展动能、强
化能力建设夯实基础保障、强化科学
管理推动任务落实，着力推进检察工
作现代化。

琼海检察院传达学习省两会精神要求

能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本报讯（记者张星 通讯员严礼
荻）近日，海口市检察院召开离退休老
干部春节座谈会，邀请离退休干部代
表欢聚一堂，重温奋进历程、共迎新春
佳节、展望美好未来。

会上，海口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
衷心感谢离退休老干部长期以来为该
院发展作出的贡献。与会离退休老干

部纷纷表示，将持续关注支持海口市
检察院的发展，继续发挥余热，立足自
身优势，积极担当作为，努力为海口市
检察院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会后，海口市检察院机关党委为
离退休老干部们发放慰问品，向他们
致以崇高敬意和美好祝福，让他们切
实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海口市检察院召开离退休老干部春节座谈会

喜迎新春 共叙情谊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陈
洪匡 李鑫）新春佳节来临之际，1月
18日，海口市美兰区法院慰问组前往
定点帮扶村大致坡镇昌福村、美良村，
开展送温暖走访慰问活动，倾听群众
及驻村干警心声，向他们送去节日的
温暖和新春祝福。

在昌福村委会，慰问组向当地村
干部详细了解受帮扶群众的基本情
况，仔细询问受帮扶群众的身体状况

和家庭状况，鼓励他们要发扬自立自
强、不等不靠的精神。随后，慰问组向
受帮扶群众发放食用油、大米、饼干等
慰问品。

随后，慰问组来到美良村委会，一
方面向美良村干部了解村内情况，另
一方面代表院党组看望慰问该院驻美
良村党员干警，深入了解他的日常工
作生活情况，第一时间对他送去新春
祝福。

海口市美兰区法院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送温暖听心声

我省政法系统
深入学习贯彻省两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