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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为深入推进全省水务行业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
各类水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活动，切实解决河道湖库非法采砂和

“砂霸”等问题，深挖背后“保护伞”，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
河流湖库健康安全，确保全省水务行业秩序和社会治安大局持续
稳定。请水务行业各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踊跃举报以下9种违法
犯罪线索。

1、河道内非法采砂方面：主要包括在河道、湖泊、水库库区管
理范围内，非法盗采河砂，非法运砂；长期盘踞在河道、湖区、库
区，串通煽动村民、横行乡里的“砂霸团伙”；

2、水务工程建设管理方面：主要包括破坏水务工程、供排水
设施，水务工程建设中强揽工程、恶意围标、串标竞标，尤其是农
村水利工程建设中，“村霸”横行，垄断工程建筑材料、属地强买强
卖干扰工程建设、煽动闹事等违法犯罪行为；

3、垄断农村水资源方面：主要包括利用宗族势力或串通相关
部门、基层组织等，低价承包山塘、水库、小水电站等，霸占控制水
源、乡村河道等农村水利公共资源，祸害百姓的违法犯罪行为；

4、破坏水资源方面：主要包括乱设排污口、非法取水、破坏农
业用水秩序、盗用城镇公共供水、黑恶势力阻挠生态环境保护和
治理等违法犯罪行为；

5、破坏水土保持方面：主要包括建设工程砂、石、土、废渣乱
堆乱弃等违法犯罪行为；

6、占用河道湖库方面：主要包括违垦水域岸线，在河道、湖
区、水库库区管理范围内违法建设构筑物、码头，倾倒垃圾和渣
土，建设工程穿渠跨渠等违法犯罪行为；

7、水行政执法方面。主要包括暴力抗法、干扰水行政执法及
打击报复投诉举报人等违法犯罪行为；

8、保护伞方面：水务行业干部职工参与黑恶势力或充当“保
护伞”的违法犯罪行为；

9、水务行业其他各类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对于举报线索的我们将严格保密，一经查实将按照《海南省

举报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奖励办法（试行）》及其他相关规定给
予奖励3000元至50000元人民币；对举报人进行报复的，将依法
从严、从重惩处。

举报方式：
1、省扫黑办
举报电话：0898—12389
举报邮箱：hnsshcebgs@163.com
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青年路1号南渡江大厦海南
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邮政编码：570203。
2、省公安厅
举报电话：0898-68836724
举报邮箱：hnlhjczd@163.com
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涯路9号海南省公安厅旅

游与环境资源警察总队，邮政编码：570311。
3、省水务厅
举报电话：0898-65786160
举报邮箱：swtbgs@hainan.gov.cn
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大道11号省水务厅政策法规

处，邮政编码：571126。
海南省水务厅在海南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零容忍”

的态度和“除恶务尽”的决心，集中力量，形成合力，深入排查，密
切配合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河道非法采砂和“砂霸”等涉黑涉
恶违法犯罪，铲除黑恶势力滋生蔓延土壤，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攻坚战。

海南省水务厅
2019年5月23日

致全省广大群众关于开展打击水事违法犯罪行为
和“砂霸”专项行动的公开信

为了深入开展“放心消费在海南”活动，营造我省安全放

心的消费环境，海南省消费者委员会决定联合全省各市县消

费者委员会（协会），组织和动员广大消费者共同开展格式条

款系列点评活动。

一、活动目的

在消费领域，格式条款是经营者一方预先拟定重复使用，

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这种合同条款虽然具有

提高工作效率和加速交易的优越性，但也存在很多缺陷，特别

是存在强调经营者权利、不明确经营者法定义务、排除或者限

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

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常常引起消费者的强烈不满

并引发消费纠纷。开展合同格式条款（含通知、声明和店堂告

示等）征集点评活动，动员广大消费者加强对商品和服务的社

会监督，揭露消费领域中存在的不平等格式条款、显失公平的

行业惯例，抨击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督促和

倡议经营者诚信经营，用信用树立品牌形象，营造安全放心信

用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助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

建设。

二、征集点评范围和对象

1.征集合同格式条款范围：家用汽车销售、旅游、餐饮等3

个行业。

2.点评对象。一是不平等格式条款（含经营者单方面以通

知、声明、店堂告示等）；二是显失公平的行业惯例。

三、参与方式

1.凡是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底期间，广大消费

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发现经营者使用的不平等

等格式条款（含经营者单方面以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或显

失公平的行业惯例，欢迎向海南省消费者委员会来信反映，也

可就不平等格式条款撰写点评文章。来信请寄：海口市蓝天

路7号原省工商局大楼405室海南省消费者委员会收；邮编：

570206；电话：18689890052、（0898）66767702、66716585。

或将材料发送邮箱：hn66767702@163.com.征集截止时间为

2019年9月30日，以邮戳日期为准。来信和发送的材料都要

注明联系方式（姓名、地址、邮编、电话）。

2.来信和发送的材料反映问题应客观公正、真实准确，并

附相关证明资料（如规定、惯例复印件、照片等）。有关点评文

章应观点明确、行文简炼，最好提出解决建议或修改意见。

海南省消费者委员会将组织有关律师、专家对合同格式

条款进行点评，将点评情况通过相关媒体公布。对严重损害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经营者将进行约谈和曝光。

欢迎广大消费者踊跃参加！

海南省消费者委员会

2019年5月23日

海南省消费者委员会
开展格式条款征集点评活动公告

扫黑除恶，海南法院在行动

对戴思高及其团伙成员的行
为应当认定为敲诈勒索还是强迫
交易？

省高院：强迫交易和敲诈勒索
都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
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
见》中所规定的认定恶势力犯罪的
主要违法犯罪行为。强迫交易罪是
指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
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
受服务，情节严重的行为。敲诈勒

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威
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强索公私财物
行为。两类犯罪侵害的客体包含财
产权，且都伴随威胁、要挟等手段，
这些相似性使这两个罪名的区分在
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困惑，尤其是
在涉黑涉恶案件中，行为人以威胁
或者恐吓等手段强行完成形式上商
品或服务交换的行为时。如何定
性，需要从二者本质表现进行甄别：
一是强迫交易罪行为人的目的是完
成商品或服务交易，敲诈勒索罪行

为人的目的则是非法占有公私财
产；二是强迫交易罪侵犯的是交易
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和商品交易市场
自愿、平等交易的市场秩序，敲诈勒
索罪侵害的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
他人的人身权利或者其他权益。

在本案中，戴思高及其团伙成
员采取威胁或者恐吓的方式，强迫
渔民们出售海螺必须经他们的手，
统一登记管理后再进行出售，对于
收购商，则要求必须到文昌市东郊
镇收购海螺只能在白头尾码头进行

收购，并且限定价格，虽然也按斤收
取非法利益，但戴思高等人的目的
在于垄断当地海螺交易市场，对于
每斤海螺0.5元的非法收益，其团伙
成员也付出了相应的劳动，故该行
为更符合强迫交易的实际性质。强
迫交易罪设立的宗旨是维护公平、
自由的市场交易秩序，被告人戴思
高等人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当地的海
螺交易市场管理秩序，因此，人民法
院以强迫交易罪对戴思高进行定罪
处罚。

省高院评析“渔霸”戴思高案——

行为的交易性是强迫交易罪基本特征

省交警总队公开征求意见

您对驾照考试及考场
管理是否满意？

本报海口5月22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陈
孝文）5月22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公安厅交警
总队了解到，为深入推进我省公安交管“放管服”
改革，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决定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对全省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及考场管理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为下一步改进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工作提
供参考。

我省第10期小客车
“摇号”本月26日进行
将配置6500个指标

本报海口5月22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
周平虎）5月22日，海南省小客车调控管理领导小
组办公室公布了第10期小客车增量指标申请审
核结果和配置公告。第10期小客车增量指标配
置仪式将于5月26日进行。

经过统计，第10期参与小客车增量指标配置个
人摇号有效编码79675个，单位摇号有效编码1690
个。本期将配置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5850个，单
位普通小客车指标650个；个人及单位有效新能源
申请编码，将全部配置新能源小客车增量指标。

第10期小客车增量指标配置由省调控办主
持，随机抽取12名通过资格审核的申请人代表参与
现场摇号活动。通过资格审核的申请人按照自愿
原则，自2019年05月23日起登录调控系统报名。

有关增量指标配置的业务咨询，请登录调控系
统首页“咨询导航”中留言或拨打服务热线0898-
68835091、68835092、68835099进行咨询。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实习生 岳海关

别具一格的建筑是城市的靓丽名
片，其中蕴涵着城市的价值追求与发
展理念。日前，海口召开“彰显城市特
色、践行绿色理念”建筑设计改革创新
试点工作座谈会，邀请21名国内建筑
设计专家组成建筑大师工作营，为海
口城市建设建言献策。

在理念和制度上创新

为何现在许多城市建筑缺乏地域
特色？海口如何能够建设出符合城市
气质的建筑？建筑设计改革创新试点
工作将对海口城市面貌带来哪些改
变？座谈会上，建筑设计专家们围绕

以上问题展开探讨。大家一致认为，
海口要以开展建筑设计改革创新试点
工作为契机，推动高品质地设计，建设
一批建筑样板，为破解“千城一面”难
题，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海口的生态很好，但是在过去的
快速发展建设进程中，忽略了本地建筑
风貌特色，所以产生的高质量建筑比较
少。”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
究院名誉院长崔愷指出，一些建筑师过
于追求简单实用，甚至是照搬西方或国
内其他地区的建筑风格。

“建筑大师工作营的成立，就是希
望建筑师们能够从创造生态宜居的城
市、挖掘地方特色、创新绿色建筑等方
面充分思考探讨，形成体现绿色环保、
地域特色、人文精神的建筑创作共识，

推出一批具有海口特色的标志性建
筑。”崔愷表示，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的大背景下，海口应借助此次建筑设
计改革创新试点工作的良好契机，改变
以往简单的项目“招投标”模式，学习借
鉴先进建筑设计理念、引入优秀建筑设
计人才，加强对城市的空间立体性、平
面协调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等
方面的规划和管控，推动高起点、高标
准、高品质设计和建设一批建筑样板，
通过理念和制度的创新，从源头上破解

“千城一面”的建筑难题。

尊重当地环境、人文

怎样才能建造出与海口城市气质
相得益彰的建筑？专家们认为，关键

要深入挖掘城市人文特色，延续城市
的历史文脉，同时结合自然、地质情
况，打造既具有内部文化认同感，也有
外部可识别性的品质建筑。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
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
长李晓江表示，海口在建筑设计上首
先要考虑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自然
因素，同时也要守住建筑绿色、节能、
零碳的底线，用建筑降低气候影响的
同时又节约能源。此外，在建筑设计
中也需要好好挖掘海口的海岛特色、
滨海文化、海洋文化、人居文化。

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柳亦春说，设计师在设计之前，要对海
口的历史、人文、气候、城市的现状、景
观优势等做一个基于人类学与设计角

度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循脉而行，
吸收当代各种新技术、新文化、新观
念，方能缔造真正属于海口特色的当
代建筑。

除了建设一批高质量建筑样板，
创新建筑设计方法、管理制度外，专家
们期盼，启动建筑设计改革创新试点
工作以及成立建筑大师工作营能为海
口培养建立一支建筑师创作队伍，让
海口成为优秀设计师荟萃之地。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
筑系副主任章明表示，建筑设计改革
创新，离不开机制支持，如果海口设计
机制健全，加上有对建筑师尊重、对设
计作品尊重的氛围，会吸引很多优秀
设计师。

（本报海口5月22日讯）

建筑设计专家为海口城市建设建言献策

建筑要有文脉和气质 不能搞“千城一面”

2016 年 6 月起，戴思高指使黄
德、潘在程等人威胁文昌市东郊镇
采挖海螺的渔民，要求采挖的海螺
必须经由他们销售，且口头威胁收
购海螺的商人到文昌市东郊镇收购
海螺只能在白头尾码头，且限定价
格 3 元/斤，并在此价格基础上额外
收取0.5元/斤的非法利益。收螺商

人在白头尾码头收购渔民出海采挖
的海螺时，黄德、潘在程、黄兹勇（均
已判决）等人便参与其中，黄兹勇负
责挑选分装，潘在程负责称重，黄德
负责记录和将重量告知收螺商人，
收螺商人按照重量以3元/斤的价格
向渔民支付螺款，再以0.5元/斤向黄
德等人支付非法利益。黄德扣除工

资及日常费用后，将收取的非法所
得交给戴思高。2016年8月4日，公
安民警在文昌市文城镇椰海村白头
尾码头将正在收取非法利益的黄德、
潘在程抓获。经核算，黄德、潘在程、
黄兹勇等人收取非法所得的款额
39654元。另，2012年7月16日，戴思
高因口角与陈某三发生纠纷，持刀砍

伤陈某三致轻伤。之后，戴思高赔偿
了陈某三的全部经济损失。

人民法院经审理依法判决：被
告人戴思高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5万
元；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
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三年，并处罚金1.5万元。

本报海口 5
月22日讯（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刘
小倩 王颖）采取
威胁或者恐吓的
方式，强行控制当
地海螺交易市场，
这种行为应当认
定为敲诈勒索还
是强迫交易？近
日，省高院对“渔
霸”戴思高案进行
评析，明确指出行
为的交易性是强
迫交易罪的基本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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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省各机动车驾驶人考场分布
情况是否满意？

●对全省各机动车驾驶人考场的管
理和服务是否满意？

●对全省各机动车驾驶人考试车辆
和考试设备是否满意？

●是否经历过被驾校或考场工作人
员收取“保险费”“包过费”的情况？

●觉得考场或考试工作存在问题
的，是否向有关部门投诉过、是否得到职
能部门的及时反馈？

●对我省机动车驾驶人考场、考试
工作有何其他意见或建议？

问卷调查网址：
https：//www.wjx.cn/jq/40010408.aspx

征
集
的
意
见
和
建
议
有

项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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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牛小牛过马路
大车小车都得让

近日，在儋州市春马公路，
成群结队的牛过马路，造成交
通拥堵。

近年来，该地区养牛、养鸭
等的专业养殖户增多，家禽的
随意放养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
不少隐患。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鼎甲 摄

我省今年计划培训3000名乡村教师

提高乡村教师综合素质
本报海口5月22日讯（记者陈卓斌 特约记

者韩小雨）为全面提高我省乡村教师整体素质和专
业化水平，促进我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海南日报
记者5月22日从省教育厅获悉，该厅近日发布2019
年“海南省乡村教师培训计划”，共计划培训乡村教
师3000人。其中省级示范性培训项目计划培训
600人、市县普及性培训项目计划培训2400人。

在省级示范性培训项目中，省教培院和琼台
师范学院将各负责培训300人，培训对象主要为
培训管理者（培训者）和小学语文、数学青年（骨
干）教师。该项目旨在创新乡村教师培训模式，为
市县普及性培训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将整合本级教师培训机
构资源，利用市县培训基地，开展本市县乡村教师
全覆盖的普及性培训。此外，我省还将组织示范
性培训项目学员及市县学员统一参加省级网络研
修及跟踪指导学习。

省教育厅要求，有关省级、市县级培训机构要
紧紧围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重点难点问题，合理
确定课程内容，培训课程内容要特别关注乡村教
师的教学常规和教学基本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