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 ■■■■■ ■■■■■

本省新闻 2018年11月29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林容宇 美编：陈海冰A08 社会/民生

扫黑除恶进行时

曾维民
身份证号

460027199101102919
户籍地址

海南省澄迈县瑞溪镇
南文村45号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金
昌波 实习生王文卓 通讯员张乐运）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检察院获悉，为进
一步强化我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
作，11月26日下午，琼海市检察院
正式聘任26名“扫黑除恶”信息联络
员，将法律监督触角延伸到最基层，

拓宽扫黑除恶案件线索收集渠道。
据悉，此次受聘的26名扫黑除

恶信息联络员均为公益诉讼信息联
络员，包括乡镇、村干部等基层骨干
力量，他们既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丰
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又有开展公益诉
讼工作过程中积累的线索收集能力，

全面拓宽了扫黑除恶及“保护伞”线
索来源，对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
作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琼海市检察院明确了扫黑除恶
信息联络员的工作职责，要求主动发
现、举报线索。在平时的工作生活
中，对群众反映的涉黑涉恶问题及时

向检察机关举报。要加强沟通，形成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合力。信息
联络员线索收集工作将和派驻乡镇
检察室紧密结合起来，双方通过多种
方式加强沟通、解决问题，形成齐抓
共管的工作合力，共同推进扫黑除恶
专项工作有力开展。

串谋中介持假材料提取公积金

保亭一职工被拘留
本报保城11月28日电（记者孙慧 通讯员

范杰科）在全省严厉打击骗提骗贷住房公积金行
为的高压态势下，仍有个别缴存职工抱着侥幸心
理“以身试法”。近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住房
公积金管理局发现有缴存职工与房地产中介人员
合作伪造虚假材料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经工作
人员报案后，公安机关已经将涉案人员抓获，处以
行政拘留处罚。

近日，保亭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前台工作人员
发现缴存职工许某某涉嫌提交虚假材料违规提取
住房公积金，涉事金额10万元。工作人员经反复
询问、核验并确认其提交的材料涉嫌伪造后，立即
向辖区公安机关报案。

经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发现，许某某与房产中
介王某某商定，由王某某提供一整套购房和借款
合同、还款明细、个人征信等虚假材料帮助其申
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并约定在骗提资金成功到账
后向王某某支付到账金额的20%作为手续费。
公安机关依法对许某某及王某某分别处以行政
拘留5日的处罚。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已将许
某某骗提住房公积金的行为向其所在单位通报，
并将其纳入失信“黑名单”，限制其3年内不得办
理个人住房公积金消费类提取和住房公积金贷
款业务。

海口将改造
海瑞桥积水点
下月1日施工
明年2月28日完工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
（记者计思佳）海南日报记者
11 月 28 日从海口市市政
局获悉，丘海大道海瑞桥
积水点已列入海口市政府
今年积水点改造项目，计
划 12 月 1 日进场施工，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完工，施
工期间请车辆按交通指示
引导牌通行。

据了解，该积水点改造
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一体
化泵站一座及配套管道工
程、电气工程、结构工程等，
雨天时通过一体化泵站将
海瑞桥底积水抽排至丘海
大道雨水方沟。该工程完
工后可有效缓解丘海大道
海瑞桥处积水问题。

记者同时了解到，根据
海口市市政局上报海口交警
部门方案，该积水点改造期
间，将封闭中间两车道，但最
终交通组织方案以交警部门
批复为准。

2018年 11月30日至12月3
日（每日9：00至11：30；14：30至
17：00），交替封闭G98海口绕城
高速K587+900至K612+804段
左幅（龙昆南互通往白莲互通方
向）路段的应急车道、第一行车道、
第二行车道及第三行车道中的一
条车道，其他三条车道正常通行

海口绕城高速等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车辆无需绕道

五指山警方悬赏通缉5名在逃嫌犯
每名悬赏2万元 发现线索请立即报警

本报讯（记者张期望）为了依法
严厉打击流通领域各类黑恶势力违法
犯罪活动，维护海口市社会治安大局
稳定，近日，海口市工商局发布扫黑除
恶线索征集信，号召广大经营者积极
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反映在集贸市
场、车站码头、旅游景区等场所存在4
类违法行为。

此次征集的线索主要包括在集贸
市场、车站码头、旅游景区等场所存在
的以下4类行为：

海口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欢迎广大经营者积极行动起来，检举
揭发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对于举
报线索人，海口市工商局将严格保密，
一经查实将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奖励。

举报电话：12315、66721610

举报邮箱：hkgsshce@163.com

通讯地址：海口市坡博路13号海口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

海口工商局发布扫黑除恶
线索征集信

经营者遇
这4种情况请举报

本报屯城11月28日电（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吴海青 通讯员邢增仁）
屯昌一男子为种植绿橙，擅自雇佣挖
掘机进入公益林区内开垦，将81亩公
益林地上的582株树木推倒。日前，
屯昌县森林公安局在开展“绿剑
2018”专项行动中侦破该起滥伐林木
案件。11月26日，经检察机关批准，
犯罪嫌疑人林某顺被依法逮捕。

屯昌县森林公安局日前接到护林
员报警称：“有人在屯城镇海公岭公益
林区内毁林开垦种植绿橙苗，被发现后
已逃离现场。”接报后，民警迅速赶往现
场展开调查。经省森林资源司法鉴定
中心鉴定：海公岭公益林区内被滥伐林

木面积为81亩，其中30.8亩位于屯昌
县内，50.2亩位于定安县内，均为国家
重点公益林；被滥伐林木共582株，其
中马占相思树316株，天然阔叶树266
株；被滥伐林木蓄积量共153.163立方
米，森林资源已遭到严重破坏。

根据鉴定意见，该案已达到特别
重大滥伐林木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省
森林公安局对此高度重视，指定屯昌
县森林公安局管辖并侦破案件。屯昌
县森林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全方位开
展调查和走访取证工作，很快锁定了
犯罪嫌疑人为林某顺。

经调查，犯罪嫌疑人林某顺（男，
35岁，屯昌县屯城镇人）为占用林地

种植绿橙，在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雇佣
挖掘机进入海公岭公益林区内开垦，
将林地上的马占相思树、天然阔叶树
连根推倒，并雇人在开垦平整好的地
块内种植绿橙苗。推倒的林木被分成
几堆堆放在现场，待其腐烂后用作种
植绿橙的肥料。

经民警多方工作，近日，犯罪嫌疑
人林某顺迫于压力，主动到屯昌县森
林公安局投案自首。经审讯，林某顺
对其非法进入公益林区内滥伐林木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11月26日，经
检察机关批准，犯罪嫌疑人林某顺被
依法逮捕。

屯昌森警破获特大滥伐林木案
一男子海公岭公益林区内滥伐林木582株被捕

儋州检察院发挥督促作用

促非法采砂“巨坑”复绿
本报那大11月28日电（记者金昌波 实习

生王文卓 通讯员沈海成）今年以来，儋州市检察
院贯彻落实“三多一精”公益诉讼办案理念，紧扣国
土资源保护、生态资源环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维
护等重点领域开展工作。日前，儋州市检察院在查
办一起非法采砂公益诉讼案件时，督促相关部门回
填深坑并补种树苗，生态环境得到初步修复。

今年1月，儋州市检察院派驻雅星检察室接到
雅星镇政府举报，由于长期非法开采砂矿，该镇飞
巴村山塘水库河岸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非法采砂
人员虽被公安机关拘留，但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无
人管理修复，周边群众意见很大。雅星检察室立即
将案件线索移送该院诉讼监督局，诉讼监督局对案
件线索进行审查后于5月25日决定立案。

经查，村民陈某某、符某某在未取得采矿许可
证的情况下，私自在山塘水库附近采砂出卖，开采
砂矿达3419立方米，价值11万余元，致使附近形
成一个顶面积2052平方米、底面积1457平方米、
平均厚度2.43米的凹地，严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
资源。检察机关认为，涉案山塘水库长期存在非
法采砂、破坏性采砂行为，但儋州市国土资源局未
采取有效的监督管理措施，造成国家矿产资源持
续损失和水库周边生态环境持续受到破坏。

基于此，儋州市检察院根据相关规定，向儋州
市国土资源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其监督违法行为
人尽快回填土地，并切实履行监管职责，防止非法采
矿等破坏环境资源的情况再次发生。今年7月27
日，儋州市国土资源局对检察建议进行了书面回复。

日前，为确保土地回填和补植复绿工作整改
落实到位，该院开展检察建议“回头看”行动，跟踪
督促相关机构将沙坑全部回填并补种上树苗。

全国检察机关“双先”表彰大会举行

我省2集体2个人获表彰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金昌波 实习

生王文卓）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检察院获悉，11月
27日上午，在庆祝检察机关恢复重建40周年暨
全国检察机关第九次“双先”表彰大会上，我省检
察机关2个集体和2名个人荣获表彰，其中文昌
市人民检察院荣获“全国模范检察院”称号，东方
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石秀莲荣获“全
国模范检察官”称号，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荣
记集体一等功，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控告
检察处处长林华珠荣记个人一等功。

拓宽扫黑除恶案件线索收集渠道

琼海聘任26名信息联络员

2018年12月1日至12月
4日，封闭G98环岛高速公路
K279+180至K280+815段左
右两幅车道，过往车辆经临时
便道通行

本报海口 11 月 28 日讯 （记
者邵长春 通讯员陈长吉 陈倩）
海南日报记者 11月 28日从省公

路管理局获悉，因G98 海口绕城
高速、S82机场联络线、海口迎宾
大道更换标志牌施工的需要，经

交警部门同意，该局将对相关路
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具体管制
方案如下：

2018年 12月4日至12
月8日（每日9：00至11：30；
14：30至17：00），交替封闭
S82机场联络线左幅（美兰
机场往龙昆南互通方向）的
应急车道、第一行车道及第
二行车道中的一条车道，其
他两条车道正常通行

又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陈
长吉 陈倩）因G98环岛西线高速
南山互通西侧新建立交匝道施工的

需要，经交警部门同意，省公路管理
局计划对G98环岛西线高速公路
K279+180至K280+815段（约1.6

公里）分三个阶段实施临时交通管
制。管制期间，车辆无需绕道，具体
方案如下：

省公路管理局提示，届时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

2018年 12月 13日至
12月20日，封闭G98环岛
西线高速公路K279+180
至K280+815段左右两幅
的第一行车道，第二行车道
及应急车道正常通行

2018年12月5日至12
月12日，封闭G98环岛西线
高 速 公 路 K279 + 180 至
K280+815段左右两幅的第
二行车道及应急车道，第一
行车道正常通行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2018 年 12 月 9 日
至 12 月 13 日（每日 9：
00 至 11：30；14：30 至
17：00），封闭海口迎宾
大道右幅（新城吾悦广
场往龙昆南互通方向）
的第二行车道，第一行
车道正常通行

第三阶段

迫使他人接受不平等或不
合法的交易条件、控制商品货
源及经营权、强迫交易等欺行
霸市黑恶势力行为

收取保护费的行为

集贸市场、旅游景区、旅游
购物点存在的利用虚假宣传、
霸王条款、暴力威胁等手段销
售质次价高商品和提供服务等
强买强卖行为

各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传销、走私贩私、制假售假等违
法犯罪行为

1

2

3

4

本报讯（记者良子）海南日报记
者近日从省扫黑办了解到，五指山市
公安局近日发布悬赏通告，公开向社
会征集举报李庆武等5名涉嫌黑恶
势力犯罪的在逃嫌犯线索，举报奖励

共计10万元。
李庆武等5名犯罪嫌疑人目前

刑拘在逃中，为迅速侦破案件，消除
社会治安隐患，请广大群众对犯罪嫌
疑人的照片进行辨认，如发现相关可

疑情况，或是掌握上述在逃对象线
索，请及时向五指山市公安局扫黑办
举报。

五指山市公安局对于提供重要
线索或协助警方抓获以上犯罪嫌疑

人的单位或个人，将分别给予人民币
2万元奖励，并做好保密工作。对隐
瞒不报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联系人：林警官18089810189
陈警官13876507077

李庆武
身份证号

460006198802181617
户籍地址

海南省万宁市和乐镇
芳市村

吴中文
身份证号

460001198810200759
户籍地址

海南省五指山市三月三
大道南路人民印刷厂宿舍

周东
身份证号

460001199103040738
户籍地址

海南省五指山市廉租住房
小区11幢1单元603房

肖才冰
身份证号

460001197211290719
户籍地址

海南省五指山市供销社
宿舍202号房

制图/陈海冰

周毅同志逝世
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离休干部周毅同

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11月1日在佛
山市逝世，享年91岁。

周毅，男，河北省石家庄人，1945年2月
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 1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主要历任河北枣强县西果村抗日小学教
员、县五区政府建设助理员，湖北宜昌县七区
财政助理员、县财政秘书、县二区区长，广东
省临高县县委委员、县委办公室主任，海南铁
矿科科长、总支书记，四川泸沽建设指挥部工
程计划科科长、参谋长，广东省冶金建设公司
办公室主任、矿建公司副主任，海南铁矿基建
指挥部副指挥长，海南铁矿矿建公司第一副
经理、顾问等职。1987 年 9月离休（地专
级）、享受按副省长级标准报销医疗费待遇。

中共海南省委老干部局
2018年11月28日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1月27日12时-11月28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3

10

6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18

20

13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犯罪嫌疑人林某顺指认滥伐现场。 省森林公安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