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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宇 通讯员 陈超超

“现在是法治社会，就算产生冲突
也要用文明的方式解决，不能用暴力
逞威风。”6月23日，在聆听了普法知
识宣讲后，琼海市阳江镇上科村村民
林大杰不好意思地摸摸头，掏出手机
向之前因槟榔苗纠纷发生矛盾的邻村
村民发短信道歉。

让村民懂法守法讲文明，是琼海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省级试点建设的重要
内容。为此，琼海启动“新时代文明实
践·百村百场法治宣讲”活动，组织由职
业律师组成的普法志愿者队伍走进农
村，宣讲村民关心的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目前，琼海“新时代文明实践·百
村百场法治宣讲”活动已走进30个
村，承办者法制时报完成了30场普法
知识宣讲，为近5000名村民送去了丰
富的法律法规知识。

让法治观念入脑入心

“大家知道我国都有哪些法律法
规吗？今天现场谁答出来的最多，就
能赢得现金奖励！”“我知道，有《宪法》
《土地承包法》《合同法》《治安管理处
罚办法》《婚姻法》《环保法》……”在上
科村的法治宣讲中，村民李达贵在听

到普法讲师的提问后，第一个举手回
答。李达贵一口气说出了22条法律
法规，在有奖问答环节中胜出，并赢得
了200元现金奖励。

“听法治宣讲学到了很多法律法规
知识。”李达贵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像这
样的普法类活动很好，“现在社会环境
改变了，开展这类活动能让大家明白什
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

令人意外的是，上科村普法知识宣
讲有奖问答的奖金由普法讲师岳松自
掏腰包。“金额不多，却能最大限度地调
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岳松是一名律
师，他表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法律
已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包括农村居
民，也会遇到很多法律问题。我参加百
村百场法治宣讲普法志愿者队伍，也是
想把法治观念传递给更多人。”

在琼海举办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百村百场法治宣讲”活动中，普法志愿
者们“各显神通”，调动村民参与普法
知识讲座的热情。

在嘉积镇椰子寨村普法宣传点，
普法志愿者马政从自己职业经历中的
案例出发，通过讲故事的形式给村民
讲法律法规知识，他说，“生活中往往
会产生一些小纠纷，如果大家不畏法、
不守法，极容易制造出悲剧。”

“我的牛棚被拆了，赔偿款一直没

给我，我该怎么通过法律的途径了
解情况？”在博鳌镇沙美村普法宣传
点，前来求助的村民冯增林向普法志
愿者王士伟咨询，王士伟表示将帮助
他向有关部门咨询。王士伟就是这样
通过接受村民求助的形式，既帮村民
解决实际困难，也通过这些身边的案
例给村民宣讲法律法规知识。

“每个村的普法知识宣讲都有自
己的普法侧重点。”琼海市委宣传部相
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普法知
识宣讲结合每个村的实际情况制定主
题，“已开展的30个村中侧重点有与
土地政策相关，有与‘打违’‘控违’相
关，有与青少年、婚姻家庭相关等，旨
在普及当地村民最关心的法律法规政
策。”

该负责人表示，组织百村百场法
治宣讲，是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法治走
进广大基层群众，引导基层群众增强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实现新时代
文明实践讲法治活动规范化、常态化，

“我们将着力打造具有琼海地方特色
的普法品牌，促进乡村振兴、脱贫攻
坚、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重点工作。”

普法从服务村民出发

“多亏政府给我讲法规政策，不然

我可能就要‘违建’了。”6月24日，琼
海市龙江镇滨滩村村民吴强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他正在申请农房报建，“原
本我是要扩建，但是扩建部分土地证
上没有确权。还好，政府的工作人员
给我讲了农房报建的政策，不然我可
能直接就建了，到时成了‘违建’被拆
除损失可就大了。”

农房报建有政策规定，土地用途
有法律限制，土地征迁有补偿办法
……普法知识宣讲的落脚点，最终还
是要回到服务村民。

琼海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琼海
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省级试点建设坚持
学思用相结合、知信行相统一，“普法
知识宣讲是‘四进四讲五实践’的重要
内容，我们希望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我之前和邻村的村民因为几棵
槟榔苗发生了冲突，差点犯了大错。”
林大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此前他将
邻村村民种在村界交界处的槟榔苗给
拔掉了，“当时只认为他们的槟榔苗种
到了我们村土地上，所以就给他们拔
掉了。也因此起了冲突。”

这场冲突差点惹了大祸。“差点打
起来，如果打起来的话就麻烦了。”林
大杰说，后来在村干部的调解下，当事

双方完成和解，“和解后，我已经为他
们被损坏的槟榔苗作了赔偿，现在我
彻底想通了，以后也不会冲动了。”

“当今法治社会环境下，要让村民
们懂得如何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方法解
决生活与工作问题、化解矛盾纠纷，而
不是用拳头暴力解决问题，树立全民
法治观念，共同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普法志愿者颜彦认为，琼海市举办的
大型法治宣讲活动拉近了普法者与受
法者之间的距离，这种面对面的宣传
方式效果非常好。

在颜彦看来，琼海通过大力开展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能够起到聚民
心、育新人的作用，真正让大家明白讲
文明树新风的内涵，“在未来的工作
中，我也会以身作则，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争做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先
行者。”

琼海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
续全方位、多角度深入开展乡村法
治宣传，不断增强全市广大农村居
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大力营
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
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氛围，
并通过乡村法治宣传服务好村民，
消解矛盾，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
树立新风尚。

（本报嘉积6月26日电）

琼海以百村百场法治宣讲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

法律知识送到村 文明新风扬起来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邓
海宁）6月2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口市公安局获悉，“椰城警民通”社区
自助服务平台1.0版本已上线，可为
群众提供户政、交警、出入境、治安等
多种公安政务服务。首批5台“椰城
警民通”社区自助服务平台多功能一
体机已投放到西海岸远大购物中心、
汽车客运总站、海口市民游客中心、
和风江岸社区和红城湖路家乐福超市
等场所。

据了解，“椰城警民通”社区自助
服务平台多功能一体机基于“椰城警
民通”不见面审批平台研发而成，集身
份证读卡器、摄像头、高拍仪、打印机、

扫描仪等多项功能于一身，“椰城警民
通”69项不见面审批业务全部进驻

“椰城警民通”社区服务平台，包含居
住证、身份证、驾驶证办理等业务，并
增加了居住证签注、信息变更自助擦
写等功能。

市民在使用“椰城警民通”社区
自助服务平台办理业务时，已注册的
手机用户身份需与警民通认证账户
一致，在一体机上注册的用户使用

“椰城警民通”公众号时无需再核验
身份；市民申请办理居住证签注、信
息变更业务，审批通过后无需再到派
出所或邮寄材料到派出所办理；该平
台实现了户政几乎所有业务的预约

拿号功能，可以预约4个办证中心和
开发区分局金盘所的户政业务；该平
台还提供了150多项业务的办事指
南，方便市民查阅办理材料、办理条
件、办理时限、办理费用等信息，群众
办理不见面审批业务和预约服务时，
上屏联动显示该办理事项的办事指
南；该平台可通过扫码实现微信、支
付宝缴费。此外，该平台还可根据市
民办理业务的热度，为热门业务提供
便捷入口，方便市民快速办理业务，
市民还可在“我的事务”中查询到自
己所有办理业务的进展，系统会依据
业务办理进度发送短信通知到市民
注册手机。

“椰城警民通”社区自助服务平台上线

居住证等多项业务家门口就可办理

4宗毒品犯罪案公开宣判

8人被判刑
本报临城6月26日电（记者

张惠宁 通讯员黄颖）6 月 26 日
是国际禁毒日。当天上午，临高
法院在法院广场对 4 宗毒品犯
罪案件8名被告人进行集中公开
宣判。

据了解，8名被告人依法被判
处 1年 2个月至 15 年不等刑期。
王某电、王某海贩卖毒品海洛
因，涉案毒品海洛因数量达到50
克，其中，王某海贩卖毒品2次，
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法
院判王某海犯贩卖毒品罪，判处
有期徒刑15年，没收个人财产12
万元；王某电犯贩卖毒品罪，处有
期徒刑 15 年，没收个人财产 10
万元。

禁毒宣传进校园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

金 昌 波 通 讯 员 黄 叶 华）6 月 25
日，省高级人民法院普法工作人
员走进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为
该校 1500 名学生进行禁毒知识
宣传讲座。

讲座主题为“拒绝毒品，护航
青春”，讲座内容包括毒品的概
念、种类、危害，毒品的形势，毒品
犯罪的法律规定以及如何拒绝毒
品等，讲座还结合图片和案例的
方式，使学生们对毒品有了更加
直观的认识。

通过此次讲座，学生们了解
了毒品的有关知识，增强了辨
毒、识毒能力，提高了拒毒、防毒
的意识，强化了全民禁毒的理
念。讲座结束后，工作人员还为
学生们发放了《拒绝毒品护航青
春——海南法院禁毒宣传案例》
宣传册。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宋研）6月26日，海口市中级

人民法院举行毒品犯罪案件集中公开
宣判暨禁毒法制宣传现场会，对4起

毒品犯罪案件的15名被告人进行一
审公开宣判。当天，海口中院还依法向

罪犯潘开芳宣告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
（复核）裁定书，并对潘开芳执行死刑。

一批毒品犯罪案件集中宣判

15人获刑 1人被执行死刑

海口龙华区6个村
成立集体经济组织

本报讯（记者郭萃 特约记者刘伟）近日，海
口市龙华扶贫宣讲惠民生暨村集体经济组织揭牌
仪式在龙泉镇美仁坡村坡佑村民小组举行。当天
首批6个试点村揭牌成立村集体经济组织，进一
步增强基层组织活力。

据了解，龙华区组建了由扶贫干部、农业专家
教授等组成的“希望的田野——扶贫宣讲惠民生”
宣讲团，通过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宣讲党和国家
的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和具体政策举措。活动现
场，宣讲团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龙华区脱贫攻
坚开展情况，以典型事例与理论相结合的方式，围
绕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教育助学、医疗救助、危房
改造、饮水安全等问题，为当地乡镇党政班子成员
和村干部以及群众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接
下来，宣讲团将陆续走到龙华区各村镇，走进田间
地头进行宣讲。

此外，龙华区还对第一批确定的新坡镇仁里
村、仁南村、农丰村，龙泉镇美仁坡村、美定村、大
叠村等6个村集体经济组织试点村进行统一揭
牌，进一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增强基层组织
活力，调动干部群众投身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本次活动由龙华区乡村振兴、打赢脱贫攻坚
战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指挥部主办，龙泉镇委、镇
政府承办。

本报海口 6月 26 日讯 （记者
良子 通讯员代龙超 田昱）6月26
日是国际禁毒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
组）获悉，该总队上半年共侦破毒
品刑事案件147起，抓获涉毒人员
396 人，缴获各类毒品 1.75 公斤，
有力维护了海南沿海地区的和谐

稳定。
据了解，今年以来，海岸警察

总队（筹备组）全力以赴参与禁毒
三年大会战，以“严堵”“严打”工程
为载体，扎实推进禁毒“春雷行动”
和“禁毒 2019 两打两控”专项行
动，通过每周公示工作战果、每月
召开视频调度会通报讲评、开展阶

段性督导检查、配齐配强缉毒专业
队伍等方式，形成全警参与、全力
以赴、攻坚克难的禁毒局面，坚决
以严打高压态势不断向毒品宣
战。工作中，重点围绕打击毒品犯
罪、毒品堵源截流、岸线巡逻防控、
吸毒人员收戒管控、禁毒宣传教
育等方面，持续打击贩毒犯罪，管

控吸毒人员。特别是总队（筹备
组）各支队严密沿海一线封堵，不
断加强对辖区重点港（岙）口、岸线
的管控，重点加强渔货交易繁忙
时段和夜间的巡逻检查，强化沿
海治安动态管控，不断筑牢沿海
禁毒屏障，扎紧环岛禁毒防毒的

“篱笆”。

另外宣
判的 2 起案
件 中，庞诗
超、陈吉、蔡国
奇等 5 人被
判处 8 年至
15年不等的
有期徒刑。

筑牢沿海禁毒屏障

上半年破获毒品案147起抓获396人

海口一公司车间
发生火灾
2名工人逃离时受伤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计思佳）6月26
日15时40分，海口市海盛路41号海南舒普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一车间发生火灾，现场浓烟滚滚。
事发后，海口消防救援队员赶到现场，现场浓烟较
重，17时45分，火被扑灭。目前，火灾原因和损
失情况仍在调查中。

据了解，发生火灾的是海南舒普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一楼生产车间，车间内有3台烘干机和3
台空调，火灾发生时其中两台烘干机正在工作，期
间还发生了一次爆炸。车间2名工人在逃离时手
臂受伤，目前已送往医院救治。

经过消防指战员的奋力扑救，17时45分，现
场明火被扑灭，过火面积约100平方米，无人员
伤亡。据了解，此次火灾着火物质为迷迭香提取
物（植物香料）和彩钢板隔板等，爆炸起火原因正
在调查中。

首批5台“椰城警民通”自助一体机投放地址

关注国际禁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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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拘留毒品犯罪嫌疑人205人
■ 强制隔离戒毒吸毒人员185人
■ 社区戒毒6人

被告人邢福武等4人贩卖、运输毒品案

案情：2018年6月5日，被告人邢福
武、张俊珑从上家阿火（外号）处购买
500克海洛因后贩卖给被告人丰开业，
之后丰开业又将海洛因贩卖给被告人
洪德欧，洪德欧返回临高家中，将海洛
因藏放在自家外墙处。当天，公安民警
分别抓获4名被告人，从洪德欧家查获
一板海洛因，净重349.57克。

判决：邢福武一审被判处死刑，缓
期2年执行；

张俊珑、丰开业、洪德欧均被判处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符永丰等6人贩卖毒品案

案情：被告人符永丰、梁志港、韦宁
贩卖海洛因8729.42克，数量巨大；被告
人刘海雅、吴淑江贩卖海洛因3150克，
数量大，其中1400克系未遂；被告人王
平孟贩卖海洛因4200克，数量大，其中
2100克系未遂。

判决：6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
贩卖毒品罪。被告人符永丰、梁志港一
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韦宁、刘海雅、吴淑江、王平
孟一审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潘开芳贩卖毒品罪

案情：2014年5月至7月，被告人
潘开芳从上家“阿宏”处购买甲基苯丙
胺，贩卖给同案被告人陈进文(已判刑)
2000克。同年7月20日左右，潘开芳
又贩卖给陈进文1020克海洛因。7月
31日，潘开芳与陈进文商定交易3板
海洛因后，从“阿宏”处拿到3板海洛
因，其准备贩卖给陈进文时被抓获，被
缴获的3板海洛因净重合计1052.6克，
另从其租住处查获少量甲基苯丙胺。

判决：经海口中院一审及海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终审，以贩卖毒品罪判
处被告人潘开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抓获涉毒人员396人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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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岸远大购物中心
海口市秀英区长海大道6号海口

远大购物中心一楼商业街
办理时间：24小时

海口汽车客运总站
海口市龙华区迎宾大道5号海口

汽车客运总站售票大厅
办理时间：每天6：00到20：00

海口市民游客中心
海口市龙华区世纪公园路 1号

海口市民游客中心一楼大堂
办理时间：每天8：00到21：00

和风江岸社区
海口市美兰区美祥横路1号和风

江岸社区7号楼会所一楼大堂
办理时间：每天6：00到20：00

红城湖路家乐福超市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路E世纪

广场一楼中国黄金商铺对面
办理时间：每天10：00到22：00

本版制图/陈海冰

省高院

临高法院

海口中院

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

集中全国精干警力打击电信诈骗

“蓝天二号”行动启动
本报那大6月26日电（记者周月光 通讯员

廖伟生）6月25日22时，公安部、省公安厅以儋州
为主战场，集中全国全省精兵强将，启动打击电信
诈骗“蓝天二号”专案集中收网行动。

儋州是全国电信诈骗犯罪重点整治地区之
一。经过多年努力，儋州打击整治电信诈骗犯罪
取得阶段性成效，案件高发频发势头得到遏制。
但是，电信诈骗犯罪在儋州形成时间有13年之
久，而反电诈基础工作比较差，儋州反电诈面临的
形势还是很严峻。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指出，打击电信诈骗“蓝天
二号”专案集中收网行动，借全国之力、集全警之
力，公安部反诈中心远程24小时提供支撑，从江
苏调集80名刑侦警力、浙江调集35名刑侦警力
并支援15名技侦警力、河南调集18名刑侦警力；
海南全省动员，省公安厅刑警、网警、技侦等多部
门参与，又从儋州以外市县调集150名特警和海
岸警察。

此次打击电信诈骗“蓝天二号”专案集中收网
行动，为期3天，至6月28日24时，确保掌握的电
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全部抓捕或规劝到案。

据了解，今年4月18日，“蓝天行动”第一仗
在儋州取得显著成效。“蓝天行动”的打法是公安
部门针对重点地区定点清除的新打法、新模式，海
南是第一片试验田。

海内外百家媒体
走进贵州采风

本报贵阳6月26日电（记者邓海宁）6月26
日，由贵州西江千户苗寨联合广东南方卫视开展
的“海内外百家媒体看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活动在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启动。

据悉，本次活动邀请了中国沿海地区和东南
亚地区的电视、报纸、广播、杂志、网络等媒体记者
以及网络大咖组成采风团，走进西江千户苗寨，进
行采风体验与宣传报道，展示西江千户苗寨乡村
振兴发展及文化旅游扶贫成果。

海口琼山又有5家
长者饭堂试营业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张期望 通讯员
许晶亮 卢奕延）6月25日，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
道凤翔社区“长者饭堂”开始试营业，来自社区的
60多位老人在这里享用了美味的午餐和老爸茶。

据了解，凤翔街道凤翔社区“长者饭堂”是海
口市琼山区25日集中开业的5家试营业的长者
饭堂之一，另外4家分别位于凤翔街道洗马桥社
区、国兴街道文坛社区、滨江街道城东社区、府城
街道云露社区。

上半年 侦破毒品刑事案件 147起 缴获各类毒品 1.75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