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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县公安局屯城派出所
原所长李正茂被提起公诉
涉嫌徇私枉法罪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金昌波）海南日
报记者从省检察院获悉，日前，屯昌县公安局屯城
派出所原所长李正茂涉嫌徇私枉法罪一案，由海
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依法向海南省第一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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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正茂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李正茂，
听取了其委托的辩护人的意见。海南省人民检察
院第一分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正茂身为司法
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
庇不使他受追诉，应当以徇私枉法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通讯员 廖伟生

吴可宏，儋州市公安局前进派出
所所长，整天乐呵呵的，但面对违法犯
罪分子却毫不手软，同事当他为弟兄，
群众视他为亲人。

吴可宏常说一句话：“警察不能有
脾气，有脾气做不好警察。”从警15
年，不少群众至今还亲切地称他为“小
吴警察”。

遇到危险挺身而出

在吴可宏领导下，2018年的前进
派出所战绩非凡：打掉“两抢一盗”犯
罪团伙7个，端掉赌博窝点19个，侦
破刑事案件56宗，抓获犯罪嫌疑人

145个，辖区创下连续100天“两抢”
警情零接报的新纪录。

今年4月2日凌晨2点，吴可宏带
领民警在那大镇东坡路巡逻，发现两
男子各拿长砍刀，正尾随前方3人准
备行凶。“不准动！”吴可宏大喝一声冲
了过去。持刀两男子受到惊吓转身就
跑。吴可宏带着民警追出100多米，
将两人截住带到派出所。

据了解，原来这两人的车子被刮
坏，冲动之下正准备报复。吴可宏批
评他们：有纠纷可以通过法律解决。
持刀砍人，伤及别人，毁了自己。随
后，派出所以持有非法刀具罪处罚两
男子行政拘留，他们都心服口服，一再
表示：“谢谢吴所长关键时刻挽救我
们，否则就闯下大祸追悔莫及了。”

“当时两男子各拿着一把1米多
长的砍刀，非常危险。没想到，吴所长
毫不犹豫冲过去。”当晚一起巡逻的民

警说，吴所长平时乐呵呵的，关键时刻
一点不含糊。

吴可宏说，保一方平安，是警察职
责所在，群众有危险，警察当然要挺身
而出。

2018年8月7日，林先生到前进
派出所报案：朱某庭以虚假材料，通过
中介公司，骗他购买儋州市白马井镇
一块地，骗走他156万元，现在朱某庭
正准备外逃。该案金额大，事发白马
井镇，涉案中介虽然在前进派出所辖
区，通常情况下，派出所是将案件上报
市公安局，然后由白马井镇派出所和
儋州市公安局经济侦查支队侦办。但
此时案情紧急，吴可宏没有推脱，马上
立案调查取证。当晚凌晨1点，前进
派出所民警赶到海口美兰机场，将正
准备乘机外逃的朱某庭抓获。事后，
吴可宏遇事敢担当的做法，被儋州市
公安局表扬。

群众利益无小事

“群众来找我，都不是小事，他们
信任才来找我，我不能辜负他们。”吴
可宏说。

今年84岁的林崇盛老人，1954
年从广东来海南儋州，年轻时以打短
工为生，年老后靠拾荒度日，户口在广
东早已注销。2017年7月，他到前进
派出所找到吴可宏，说要开身份证明
回老家治病。看到老人身体虚弱，吴
可宏担心老人身体状况可能支撑不到
回广东，主动把老人的情况向上级反
映，希望让老人就地落户治病。吴可
宏多方奔走协调，把户口簿办好送到
老人手中，并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为老
人办理低保。现在，逢年过节，吴可宏
都带着生活用品去看望老人。

前进派出所辖区人口5万多，作

为派出所所长，吴可宏非常忙，常是
工作路过父母家门口进去陪着吃顿
饭就走；爱人生病，他也没时间陪着
去看医生。他爱人说：“他这个人，
把别人家的事看得比自己家的事还
重要。”

在儋州市公安系统，吴可宏的好
脾气是有名的，群众有事到办公室
找他，他都是先搬椅子坐，倒茶端
上，然后耐心倾听仔细询问。但也
有翻脸不认人的时候。2018 年 3
月，有人想在前进派出所辖区开赌
场，托吴可宏的朋友拉关系，“他要
是合法经营，我自然会保护他，如果
想搞歪门邪道，别找我。”面对朋友
的请托，吴可宏当场翻脸。

今年，吴可宏获得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面对荣誉，他只是淡淡地说：

“我只是做了一个警察该做的事。”
（本报那大5月15日电）

吴可宏从警15年，打击犯罪不手软，对待群众如亲人

“小吴警察”不简单 满腔赤诚护平安

本报临城5月15日电（记者张
惠宁）海南日报记者从临高县信访局
获悉，近年来，临高县委、县政府以“抓
信访就是抓民生，抓信访就是抓发展”
的理念，全面梳理信访积案，三年多
来，先后出台了18个信访工作文件，
投入3.8亿元资金，倾力解决信访突
出问题。

5 月 8 日下午 4 时，临高县信
访局、信访服务中心里已是静悄悄
的。当天，临高县信访局仅接待了

1批次群众来访。“现在安静多了，
这两年我们有精力忙扶贫工作。”
全省信访系统先进工作者、临高县
信访局局长陈冠宏对海南日报记
者说。

据海南省网上信访系统显示，
2017年临高全县群众来访信访总量
367件800人，比2014年449件992
人分别下降 18%和 9%，2018 年与
2017 年相比又分别下降 0.5%和
19%。

“对核理出来的信访案件，列出清
单，落实到县领导、部门领导和具体干
部身上，个个包案负责，人人都抓，逐
一明确任务、措施、期限，对重点信访
事项和重点人员建档造册，并进行化
解帮教，形成齐抓共管的大信访工作
局面。”陈冠宏说。

临高加大力度化解信访难题，
陈冠宏介绍说，从 2017 年开始，临
高制定出台了信访工作责任制考核
制度，用考核问责压实信访工作责

任，强化对全县 100 个责任单位信
访工作的日常督查和年终考评，考
核结果作为干部任用调整交流的重
要依据。

“信访工作责任制考核制度是为
了促进责任单位重视解决本单位或
本辖区的信访问题，有问题及时化解
处理。我们建立了考核分数，不达标
就要被问责，单位和个人不能评优评
先，单位要书面向县委、县政府检讨，
主要领导会被诫勉约谈等。”陈冠宏

说，通过压实责任，让群众诉求及时
得到处理。

临高还创新建立县信访督查专
员队伍。“打开海南省网上信访信息
系统，群众信访案件超期未处理，就
会亮红灯；信访督查专员就要马上督
办，通过电话、发函或实地督查，督促
有关单位重视群众信访问题，及时处
理。”陈冠宏介绍，信访督查专员制度
实施以来，临高超期未办的信访案件
量明显下降。

多举措解决信访遗留问题，建立信访考核机制，信访量持续下降

临高：构建“大信访”筑牢“大稳定”

比赛奖励丰厚
沿途惊喜不断

据了解，此次活动奖励丰厚，在
男、女10公里组的奖项设置上将按名
次分别进行现金奖励。第 1 名为
3000元，第2名为2000元，第3名为
1000元，第4至10名为500元。

活动当天，参与10公里组的选
手将佩戴计时含芯片的号码簿，通过
统一的计时系统进行完赛计时。最
终每个人的完赛里程都会累积进整
体里程数中。同时，现场还有赛事裁
判进行赛事监督。

每位完赛选手均可获得一枚纪念

奖牌。其中10公里组前10位选手由
志愿者在冲刺区授予奖牌，后续冲刺
的选手可凭号码牌在赛后控制区领取
纪念奖牌。

据悉，此次活动所有选手均有机
会在现场打造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奖
牌。完赛后，选手们可以前往终点
处控制区，免费在奖牌上刻字留念。

在此次“奔跑海南”琼海站的赛道
设置上，主办方也别出心裁地设计了
泡泡赛道。在拱门出发1公里后的赛
道两侧，主办方利用泡泡机打造了泡
泡赛道，通过泡沫营造整体氛围，为跑
步的选手带来降温、互动的感受。另
外，此次活动还将为选手们提供饮用
水、香蕉、毛巾等物品。

活动激发全民健身热情

运动使城市充满活力，城市因运
动焕发生机。5月18日，2000多名跑
者将相聚在美丽的万泉河畔，挥洒汗
水，追逐梦想。

“奔跑海南”活动规模大、参与度
高、互动性强。据了解，此次琼海站活
动不仅受到许多职业选手关注，还吸
引了省内各大跑团参与。

“海南的跑友们都管我叫芒果。”
嗨狮跑团团长王小力今年已经51岁，
满脸洋溢着活力与激情。此次“奔跑
海南”琼海站活动，他组织了团队30
多名跑者参加。“我们团队讲究的就是

团队精神，最主要的是大家在一起运
动很开心！”王小力说。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这些
热爱运动跑友聚集在一起，参与此次

“奔跑海南”的活动，不仅锻炼身体，
还弘扬体育精神。

“现在很多年轻人压力大，体质
明显下降，我们想影响身边的朋友，和
我们一起运动。”江东跑团负责人陈巨
源表示，去年年初建团之后，除了平时
会组织团队成员出来跑步以外，还带
着大家参加省内的各种体育活动，和
大家一起增强体质。据了解，该跑团
的所有成员均将参加此次“奔跑海南”
琼海站活动。

（本报嘉积5月15日电）

海口火山荔枝
上线淘宝聚划算
24小时内卖出135吨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计思佳）5月15
日上午，海口市农业农村局与阿里巴巴集团在海
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召开“聚划算卖空海口火山
荔枝原产地战略发布会”。海南日报记者从发布
会获悉，海口火山荔枝已上线淘宝聚划算，聚划算
将通过产地直供模式，计划在3天卖空至少300
吨海口火山荔枝，让全国的消费者领略海口优质
火山荔枝的风味。

海口市农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口火山荔
枝是海口市着力打造的区域公共品牌。今年，海
口火山荔枝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授予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品牌价值进一步提升。通过本
次战略合作，能够进一步推动海口火山荔枝提早
触达市场，尤其是中国三四线及以下城市市场，将
上市时间优势转化为市场空间优势。

据了解，在此次“卖空海口火山荔枝”活动
中，聚划算特意打造了“荔枝狂魔杨贵妃”IP，发
布了一系列特色海报和魔性宣传小视频，突出
了海口火山荔枝的超级单品特色卖点和极致性
价比。此外，在本次活动中，手机淘宝首页、聚
划算卖空首页、淘抢购首页等也将同步宣传海
口火山荔枝品牌，带动海口火山荔枝的销量及
品牌提升。

截至记者发稿时，不足24小时内，聚划算已
经卖出135吨高品质海口火山荔枝。

值得一提的是，发布会后，在吉尼斯世界纪
录官员的见证下，来自海口的12名采摘能手进
行了了1小时采摘最多荔枝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的挑战。1小时时间内，12位果农共采摘超过
700公斤荔枝，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据
悉，这是世界范围内第一个与荔枝相关的吉尼
斯世界纪录。

顺丰速运两架专机保证火山荔枝运输

让消费者48小时内
尝到“美荔”滋味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记者计思佳）5月初，
海口火山荔枝陆续上市。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
日前，海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陆续投入了一架波
音737、一架波音757全货机，专机将海口火山荔
枝运往全国各地，保证让消费者在48小时内品尝
到来自椰城的“美荔”滋味。

据了解，除了荔枝专机外，海南顺丰速运有限
公司还开展了保障散航包仓资源每天至少约60
吨火山荔枝发运。投入6辆冷运车，新增打包场
1000平方米，新增营运车辆34台，冷藏车储备6
台，新增打包机88台、冰箱23台，在1635名收派
员的基础上新增105名人员投入中转场及机场协
助中转场荔枝快件等工作。

海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2019
年海口火山荔枝月期间，他们将通过多种途径，服
务“荔农”及各销售渠道，保障海口火山荔枝的物
流顺畅。

爱国情 奋斗者

知名跑团亮相、泡泡赛道助跑、刻字奖牌留念……

“奔跑海南”琼海站活动即将靓丽开跑

关注“奔跑海南”2019环岛全民健跑

关注第二届海口火山荔枝月

10公里：万泉河广场（起点）—万泉

河路（向南直行一段距离后向东直行至万泉河
路与人民路交叉位置）—人民路（5公里折返）—
折返—万泉河路（向西行进一段距离后向南直
行）—万泉河广场（终点）

人大等9所高校招生代表来琼宣讲

2019海南高考招生
咨询会等你来！

本报海口5月15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 胡丽齐）为助力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
由南海网主办的2019高考招生咨询会将于5月
19日上午9时在海南日报报业大厦2楼举行，让
考生和家长提前了解高考志愿填报注意事项，避
开因临时抱佛脚，在慌乱、纠结中仓促填写志愿而
出现报考失误。

咨询会上，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哈
尔滨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西
北工业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航空大学、海南大学9所国内知名院校招生办
负责人，将就院校及专业的选择、志愿填报注意事
项等问题为考生答疑解惑。

活动当天，相关院校招生办负责人还将进行
招生指南宣讲，考生可以与心仪院校招生办负责
人面对面沟通交流，提前了解该校特色专业以及
招生计划等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高考招生咨询会免费入
场，考生和家长可添加南海网教育频道微信公众
号“海南教育头条”报名，发送“高招会”即可预约
高招会入场券。现场座位有限，请各位家长尽早
报名，预留座位，开讲后不得入场。

活力运动 快乐童年

5月15日上午，在海口市美兰
实验小学操场，小学生在进行武术、
韵律操、独轮车等表演，共享快乐阳
光体育。

当日，海口市美兰实验小学举
办以“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为主
题的首届田径运动会，382名师生
将进行为期2天的跑、跳、投等项目
比赛。

据了解，这是该校首次举办田
径运动会，旨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
少年体质的意见》，大力推进学校特
色体育工作，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让孩子们在参与特色运动中感受体
育的魅力。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 本报记者 袁宇

由省旅文厅、琼海市政府、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办的
“奔跑海南”2019环岛全民健
跑（琼海站）活动（以下简称“奔
跑海南”琼海站活动），将于5
月18日7时在琼海市万泉河
广场开跑。海南日报记者从主
办方获悉，活动前期的准备工
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此
次比赛将给健跑者们带来更多
惊喜。

“奔跑海南”
琼海站比赛路线

3 公里：万泉河广场（起

点）—万泉河路（向南行进至万泉河路与
爱华西路交叉位置）—爱华西路（1.5公
里折返）—折返—万泉河路（向北）—万
泉河广场（终点）

5 公里：万泉河广场（起

点）—万泉河路（向南行进至万泉河路与
豪华路交叉位置）—豪华路（2.5公里折
返）—折返—万泉河路（向北）—万泉河
广场（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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