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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家隆）9月 8日
晚，市公安局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开展

“9·8”集中收网行动，截至9月9日上
午12时，共抓获涉案人员33人，缴获
作案工具和赃款赃物一批。

9月8日下午，结合公安部“云
剑”行动的部署要求，全省公安机
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视频推进会在海口召开。
市公安局迅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
坚决执行省厅党委决策部署，联合
江苏、内蒙、深圳警方驻儋工作
组，投入215名警力，在那大城区、
八一雅星、中北部重点村庄等三个
重点片区同时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打响全省反“电诈”专项行动推进
会后第一枪。

为确保抓捕行动取得实效，市
公安局相关部门与江苏、深圳等
地警方密切协作，反复研判，根
据前期掌握的情况，制定周密的

抓捕方案。
当晚10时许，随着市委常委、公

安局长易向阳一声令下，市公安局常
务副局长、行动总指挥周有武率抓捕
组赶赴中和镇羊坊村，对既定目标对
象实施围捕。

凌晨3时，那大、中和、雅星、木棠
四地警力同时行动，集中收网。经过
一夜鏖战，分别在前期掌握的10多处
诈骗犯罪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33人，
缴获涉案资金 29.5 万元及手机、电
脑、银行卡等作案工具一批。

此次集中抓捕行动，是儋州公安
机关继打击治理电信诈骗“蓝天一
号”、“蓝天二号”专项行动后的又一
重大行动，在打击、震慑电信网络诈
骗违法犯罪分子的同时，也为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营造了良好社
会氛围。

▶警方抓获的涉诈人员。
本报记者 王家隆 摄

多地警方联手开展打击电诈“9·8”集中收网行动
抓获犯罪嫌疑人33人，缴获涉案资金29.5万元

本报讯（记者王家隆）9月8日下
午，全省公安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
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推进会在省
公安厅召开。会议分析了当前打击
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面临的形势
和存在的问题，就深入推进打击电信
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和做好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安保维稳工
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市公安局组织
民警收听收看并召开分会场会议。

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市委常委、公
安局长易向阳出席儋州分会场会议。

省公安厅视频会议结束后，市
公安局立即召开分会场会议，贯彻

落实省厅会议精神。会上，易向阳
对我市开展“云剑”行动、“蓝天行
动”以来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
定，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他要求，
市公安局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作
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要突出工作重

点，压实工作责任，落实工作措施，持
续深入推进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
犯罪专项行动。

易向阳强调，各部门要共同努
力，按照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党委
的部署要求，抓实抓好各项工作，
圆满完成各项工作目标任务，维护

社会大局稳定，提升儋州城市形
象，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安保
维稳作出贡献。

会议通报了近期我市打击治理
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工
作开展情况，并部署下一步打击治理
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

全省公安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视频推进会儋州分会场会议要求

严厉打击电诈犯罪 坚决维护儋州形象
本报讯（记者丁子芹 通讯员陈立霞）近日，

市教育局组织召开全市秋季学期学校安全工作
会议，对全市学校安全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对国庆期间的维稳安全工作进行部署。

会议传达了9月4日全国学校安全工作紧急
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并结合近日湖北恩施发生的
严重伤害学生事件，立足实际，强调全市各级各
类学校要吸取经验教训，时刻绷紧校园安全这根
弦，把广大师生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盯住校
园安全的各个环节。

会议要求，各级各类学校，一要牢树安全
意识，把安全作为教育事业发展和学生成长成
才的底线要求。二要压实责任分工，把校园各
项安全措施一一细化，逐项分解，落实到人，
确保校园安全工作事事有人管、事事有人问，
绝不留有空白地带。三要严守学校大门，把好
安全第一道关。加强保安培训，提升专业素
质，严格落实门卫值守和内部巡查制度。四要
配齐安全设备，切实提升学校安全防护能力。
用好“一键报警”等装置，确保对滋扰校园、
侵害师生安全的案件第一时间出警。五要加强
警校联动，做好校园周边治安治理。加大校园
周边巡逻防控力度，做好上下学时段校门周边
风险防控工作，确保校园周边环境安全、稳
定、有序。六要加强学校安全隐患排查，形成
常态化，制度化。特别是对防范薄弱、隐患突
出的乡村、街道、城乡结合部、偏远地区的学
校、教学点要进行拉网式、滚动式大排查。

市教育局有关人员，各中小学、幼儿园、市职
校、特殊教育学校等主要负责人，各督学责任区
组长等约150多人参加会议。

全市学校秋季学期安全工
作会议提出

落实安全措施
保障校园安全

本报讯（记者牛伟）9月8日，守
护美丽海岸·我们共同行动——2019
全国净滩公益活动（儋州站）在海头镇
高山村开展，“蓝色”志愿者与大海融
为一体，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当天上午9时许，活动在乐队欢快
的歌声中拉开帷幕，100余名村民及高
校志愿者组成的“净滩清洁志愿组”
聚集在海头镇高山村的海岸上，他们个
个头戴米色鸭舌帽，身穿蓝色上衣，手
腕上绑着蓝丝带，提着收纳袋忙碌地捡

拾海滩上的垃圾，大家分工合作、各司
其职，在半个小时的共同努力下，现场
共清理118.6斤的海洋垃圾，为守护当
地美丽海岸线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是学海洋专业的，那些漂流
在海面上的垃圾不仅威胁着海洋生
物的生命，也破坏了海洋生态系统。
如果不采取措施，海洋环境将会遭到
更大程度的破坏。因此需要我们行动
起来，为保护海洋环境贡献自己一点
绵薄之力。”来自海南大学的志愿者

谢建军告诉记者，希望更多人从身边
小事做起，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清洁海滩活动结束后，海南大
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经济学院的
14名志愿者还来到海头镇老市村平
民书馆开展自然课堂，为当地青少
年普及海洋保护知识，提高他们对
海洋环境的保护意识。

本次公益活动由中国海洋发展
基金会主办，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和
海头镇老市村平民书馆共同承办。

全国净滩公益活动（儋州站）在海头镇高山村开展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019全国净滩公益活动（儋州站）在海头镇高山村开展。 本报记者 牛伟 摄

本报讯（记者王家隆）记者近
日从市公安局获悉，市公安局生态
警察支队持续保持对破坏生态环境
违法行为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经
缜密侦査，一举端掉一个污染环境
的犯罪团伙，刑拘5名嫌疑人，捣毁
一个非法处置蓄电池窝点。

据了解，市公安局生态警察支
队接到举报线索称，在那大镇红旗
街附近有人长期无证处置危险废
物，且数量巨大。得知该线索后支队
领导高度重视，立即组织警力开展
调查取证工作。经侦查发现，在未经
得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批，也未取得

相关许可证的情况下，刘某成、刘某
海等人长期在我市及周边市县无证
收购废旧蓄电池等危险废物，并将
废旧蓄电池等危险废物中的硫酸水
随意倾倒，严重污染环境。孙某福在
无相关证件的情况下，长期收购处
置刘某成、刘某海等人的废旧蓄电
池等危险废物。

随后，在全面掌握该团伙的作
案规律及锁定嫌疑人员后，市公安
局生态警察支队立即组织警力进行
抓捕。当天下午16时许，在红旗街
孙某福的废品收购站，市公安局生
态警察支队现场将16名犯罪嫌疑人

抓获，并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调
查。此外，现场还扣押废旧电动车
蓄电池10袋共计17990公斤、废旧
汽车蓄电池3袋共计3340公斤、废
旧移动通信蓄电池1袋共计710公
斤、废旧摩托车蓄电池 1袋共计
1640公斤，总计23680公斤废旧危
险废物。

经审查，孙某福、刘某成、刘某海
等人均对长期无证处置危险废物的
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随后，市公
安局生态警察支队依法对孙某福、刘
某成、刘某海等五人采取刑事拘留措
施。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市公安局生态支队侦破一起污染环境案

非法处置蓄电池 5人涉案被刑拘

本报讯 （记者王家隆 通讯员
刘霞 罗凤灵）近日，海南省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对洋浦法院移送管辖的两
宗涉“农村土地承包”行政案件进行
诉前调解。这是自最高人民法院下发
《关于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一站
式诉讼服务中心的意见》以来，二中
院首次将涉“三农”“民生”行政案件
纳入诉前调解范围，为扎实推进多元
解纷机制开创了良好的局面。

2002年吴某嫁给黄某后，将户口
迁至洋浦经济开发区三都镇某村村
民小组。2013年，两人因感情不合
协议离婚，黄某净身出户，将夫妻
共同财产及 3 名子女留给吴某。
2017年3月，全村进行土地分配每
人口分配水田 0.52 亩，坡地 0.65
亩。受村规民约限制，村民小组在
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时，仍将原黄某
承包经营的4亩多土地发包给黄某，
并将分配给3名子女的土地登记在黄
某名下，且完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
登记。

吴某因未分到承包地，向三都办
事处申请处理，三都办事处于2018

年7月受理后一直未作出处理意见。
2019年5月，吴某遂向洋浦法院提起
2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洋浦管委会
和三都办事处责成村民小组给予其
分配土地；请求撤销颁发给黄某的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并将分配给3名子
女的土地登记在其名下。因洋浦管委
会提出管辖异议，该案于2019年9月
3日移送到海南二中院。

海南二中院立案庭收到案件
后，认为两案争议的实质问题是离
异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如何保护
的问题，如果不做好村民小组和黄
某的思想工作，即使判决行政机关
败诉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
彻底化解矛盾纠纷，海南二中院决
定将这两起涉及“三农”“民生”的
行政案件直接纳入诉前调解的范
畴。在收到案件的第二天，立案庭
法官便着手开展诉前调解工作，通
过面对面交流，各方当事人对相关
法律规定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洋
浦管委会和三都办事处均表示愿意
配合法院做好两起案件的诉前调解
工作。

本报讯 9月8日，记者从海南省
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儋州支
队获悉，近日，儋州支队排浦、松鸣派
出所警企联动，成功打掉一个在儋州
滨海新区某公司项目工程务工人员
宿舍盗窃财物的盗窃团伙，抓获犯罪
嫌疑人6人，破获系列盗窃案件26
起，追回被盗手机7部及银行卡、身份
证一批。

8月份，儋州支队排浦、松鸣派出
所辖区某公司项目工程务工人员集
体宿舍,发生多起手机、钱包等财物
被盗，并通过手机盗刷绑定的银行卡
的案件。

案件发生后，儋州支队高度重
视，立即部署安排排浦、松鸣派出所
根据8月初与某公司建立的“警保联
控”警务模式，联合开展治安巡逻防
控，每日由派出所民警带领保安，加
大对重点路段和重点时段的治安巡
逻防控力度。此外深入各务工人员
宿舍区，指导有关单位建立内部治安

巡防制度，完善视频监控设备等内保
措施，通过有针对性的治安防控，盗
窃发案得到了有效遏制。

在加强巡逻防控的同时，支队不
断加大案件侦办力度，通过对案发现
场开展细致的现场勘查及走访调查，
一个以盗窃项目工地务工人员财物
为主的盗窃团伙逐渐浮现，并成功锁
定了以郑某方为首的6名犯罪嫌疑
人。8月22日凌晨，经过缜密侦查和
蹲守，排浦所、松鸣所联合某公司保
安将再次作案的6名犯罪嫌疑人全部
抓获。

经讯问，该6名犯罪嫌疑人如实
供述了多次结伙盗窃手机等财物的
犯罪事实。经统计，该团伙疯狂盗窃
手机54部、电动车6台、电动车电池
32块、盗窃现金和盗刷银行卡人民币
74640元，涉案金额总价值20万余
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海南日报记者良子 通讯员代
龙超 孙耀邦）

专偷项目工地人员财物

6窃贼疯狂作案被“一锅端”
涉案金额20万余元

本报讯（记者王家隆 通讯员李弘扬）日前，
为深入推进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号检察建议”落实
工作，避免和杜绝针对辖区幼儿园儿童、未成年学
生的性侵害违法犯罪，市检察院紧抓辖区中小学
的源头预防作用，联合市教育局组织法治副校长
深入辖区各学校，宣传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相关知
识，提高预防性侵害能力。该院检察干警走进市
西华中学、西培推文小学，开展了主题为“预防性
侵害，护苗伴成长”的宣传教育讲座，拉开了该院
预防性侵害教育序幕。

授课干警首先向参加讲座的老师介绍了“一
号检察建议”的提出背景和主要内容，以增强老师
们的了解和认识。讲座介绍了儋州辖区实际案例、
以情景模拟展示等方式为老师们讲解了性侵害的
定义、关于性侵害的七个认识误区、如何教学生们
远离性侵害、学生们遇到了性侵害怎么办、老师们
日常学习生活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何帮遭受性
侵害的学生走出创伤、关于性侵害犯罪的法律规
定等七个方面的内容。讲座现场氛围热烈，在场老
师们反映本次讲座补齐了他们关于性侵害未成年
人的认识短板，并表示将在以后的教育教学工作
中持续不断地开展预防性侵害教育。

据了解，市检察院现有4名主要负责人、62名
干警担任辖区107所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并已组
成统一的法治宣讲团队。下一步，该院干警将对
兼职法治副校长的中小学教职工、在校学生及学
生家长集中开展预防性侵害未成年人的宣传教育
活动，进一步夯实“一号检察建议”落实成效。

海南二中院首次将涉“三农”“民生”
行政案件纳入诉前调解范围

推进多元解纷机制
开创诉前调解局面

市检察院：

预防性侵害宣传
教育活动拉开序幕

本报讯（记者王家隆）9月8日,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自6
月7日以来，该支队成立“创卫攻坚整
治小组”，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车辆违停
专项整治行动，助推我市“一创两建”
工作的开展，共查处机动车辆违停

15525起，整治效果初显成效。
据介绍，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等法规规定，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
临时停车且驾驶人不在现场的，处
100元罚款，并可以将该机动车拖移
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者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停放。
据悉，下一步交警支队“创卫攻

坚整治专项小组”将继续巩固整治成
果，持续开展整治行动，对违法停车
行为及时查处，坚决遏制违停乱象，
努力创建城区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交警部门3个月查处违停15525起

本报讯（记者王家隆）2月20日，本报曾以
《市交警快速破获一交通肇事逃逸案 醉驾司机被
行政拘留15天》为题，报道2月14日晚那大城区发
生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接警
后迅速出警，将肇事逃逸的醉驾司机刘某豪抓获。
9月10日，该起案件在市法院公开审判，肇事司机
刘某豪被判处拘役5个月，处罚金8000元。

经审理查明，2月14日21时20分许，刘某豪
驾驶车牌为琼AKN5**的小轿车从亚澜湾小区沿
伏波路往文化广场方向行驶，途径维也纳酒店前
路段时，因醉酒、无证超速驾驶，致使琼AKN5**
牌轿车撞及对向罗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导致罗
某倒地受伤。刘某豪得知发生事故后置之不理，
驾车离开继续往文化广场方向行驶。21时30分
许，刘某豪行驶到文化广场路段时又撞上对向林
某辉驾驶车牌号为琼E01E**的二轮摩托车，导
致林某辉倒地受伤。刘某豪得知发生事故后仍置
之不理，继续驾车离开。直至刘某豪行驶约500
米左右因轿车发生故障才停了下来。现场有群众
发现并赶到刘某豪停车处，将刘某豪带回到事故
现场并将其控制。

经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认定，刘某豪发生交通
事故后逃逸，承担本案事故的全部责任。经海南
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鉴定，送检的被告人刘某豪
血样检验出酒精，其浓度为259mg/100ml。经
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认定，罗某身体所受损
伤构成轻伤一级；林某辉身体所受损伤构成轻伤
一级。

最终，刘某豪因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五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

《市交警快速破获一交通肇事逃逸案》后续：

肇事司机
被判拘役5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