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徇私枉法包庇赌场人员

屯城派出所原所长
一审获刑5年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邱甜 马润娇）近日，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审结一起徇私枉法案。被告人李某茂因犯徇私枉
法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据了解，被告人李某茂，男，1970年10月15
日出生于海南省屯昌县，汉族，中专文化，原中共
党员，被捕前任屯昌县公安局屯城派出所所长。

2015年3月8日晚，李某茂指挥民警到屯城
镇安墩村查缉赌场，当场抓获涉赌人员朱某等6
人，并发现一支疑似射钉枪型物品。当晚，开设该
赌场的郭某、陈某军（均另案处理）等人找到李某
茂。李某茂让郭某与朱某见面。经郭某和朱某串
通，朱某承认背包里的赌资为4万元。

之后，李某茂从装有赌资的背包中拿走2.05
万元，将剩余的赌资交给民警收缴，最终认定安
墩村赌场查获赌资为4.587万元，未达到刑事立
案标准。后李某茂决定将该案作为治安案件处
理。因未及时处理查获的射钉枪型物品，导致该
射钉枪型物品生锈无法鉴定而影响到相关案件
的查办。另查明，在审理阶段，李某茂退还赃款
2.05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茂身为司法工
作人员，其行为已构成徇私枉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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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交易、伪造印章、破坏基层选举

海口22人涉恶团伙受审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曾洁爽）10月21日上午，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吴某辉等22人涉恶势力
犯罪案件。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3年至
2018年期间，吴某辉等22人在海口市秀英区长
流镇一带的工程项目建设、道路建筑材料销售、新
建住宅小区的垃圾清运和装修材料销售等领域、
行业内，多次实施强揽工程、强迫他人退出经营、
强卖建筑装修材料等强迫交易的犯罪行为。此
外，还实施破坏基层选举、随意殴打他人、伪造公
司印章等犯罪行为，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同时，以吴某辉为首的犯罪组织有明显的首
要分子，重要成员相对固定，有组织地实施6次恶
势力性质违法犯罪活动，在2013年至2018年，实
施的违法犯罪活动，涉及金额为1342万元。

秀英区检察院认为，以上22人组成的违法犯
罪组织依法应当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

据悉，该案庭审时间预计将持续3天，因案情
复杂，将择日宣判。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原中
倩）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新闻发布
中心2019年10月21日公布的国内成
品油价格调价信息，国内汽、柴油价格
（标准品）每吨分别降低150元和145
元。省发展改革委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
形成机制调整我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
格，自2019年10月21日24时起执行。

调整后，我省成品油最高零售价

格：89号汽油7.15元/升，92号汽油
7.73元/升，95号汽油8.20元/升，0号
柴油6.33元/升，每升分别下调0.11
元、0.12元、0.13元和0.12元。

根据油气价格联动的有关规定，
我省车用压缩天然气销售价格从4.66
元/立方米（等值换算为6.48元/公斤）
调整为4.58元/立方米（等值换算为
6.36元/公斤）。

成品油价格下调

本报三亚10月 21日电 （记者
李艳玫 通讯员张海哲）近日，三亚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在临春河路和河东
路交叉口率先设置太阳能警示柱，指
引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分道行驶，营造
安全稳定的交通秩序。

据悉，太阳能警示柱高约1米，

顶部装有太阳能电池板，能24小时
使用。下一步三亚将在全市范围内
推广使用太阳能警示柱，减少机非混
行现象。

10月21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
在临春河路和河东路交叉口看到，太
阳能警示柱上机动车符号箭头指示

左边，非机动车符号箭头指示右边，
驾驶员们依据指示自觉行驶进相应
的车道。

此前，三亚交警已在该路段增设
围栏，太阳能警示柱的启用，进一步
严格划分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行
驶区域，保障市民游客出行安全。

三亚启用太阳能警示柱
减少机非混行现象

本报讯 （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
徐翠枚）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统
计局了解到，该局近期通过电话访
问系统（CATI）开展了光网建设状
况专项调查，在全省范围内随机拨
打电话超 1.35 万个，成功访问了
1152位受访者。调查结果显示，居
民对海南光网建设状况的总体满
意率为80.07%。

从分类情况看，上述调查结果呈
现三大特点。一是光网建设满意率
与地区发展密切相关。东部地区评
价相对较低，满意率为78.81%，分别
低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2.09、1.68
个百分点，主要是其经济社会发展较
好，对光网建设要求更高。二是光网

建设满意率与居民需求有关。31-
45岁居民评价相对较低，满意率为
79.67%，分别低于18-30岁、46-65
岁居民1.19、0.57个百分点，主要是
其信息利用率高、需求更多。三是光
网建设满意率与运营商服务质量相
关。移动用户评价相对较高，满意率
为80.31%。

为加快推进我省光网建设，业内
人士建议，加快农村偏远地区4G网
络覆盖，打通入户“最后一公里”；着力
打造千兆宽带入户示范小区，切实提
高网速；做好现有覆盖区寻盲补弱，提
高网络质量；推广公共免费WiFi，落
实降费举措；贯彻落实网络安全法，共
同维护网络安全环境。

省统计局专项调查结果显示

海南光网建设满意率超过八成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计
思佳）海南日报记者10月21日从海
口市总工会获悉，为全面提升劳动者
职业技能水平和创业就业能力，海口
市总工会计划在10月、11月开设中
式面点师专项技能培训班、初级美发
师技能培训班、电工（初级）技能培训
班、创业培训班，18到45周岁的城市
困难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困难人

员、下岗职工、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贫
困家庭人员、残疾人等群体均可免费
报名参加。

中式面点师专项技能培训班培训
内容包括职业基础知识、卫生知识、油
条制作、馒头制作等。培训时间为11
月1日至15日，培训人数为100人。

初级美发师技能培训班培训内容
为男士、女士发型设计及基本护理。

培训时间为10月25日至11月8日，
培训人数为80人。

电工（初级）技能培训班培训内容
以实操演练为重点，教授看电路图、触
电急救、选择导线等专业知识，确保参
训人员能说会做，手口合一。培训时
间为10月下旬，授课13天，培训人数
为100人。

创业培训班培训内容涉及创业

意识培养，了解创办企业的挑战及
增强创业能力等内容，将做到理论
知识和实践活动相结合。培训时间
为10月下旬，授课12天，培训人数
为30人。

此外，学员报名参加中式面点师
专项技能培训班、初级美发师技能培
训班、电工（初级）技能培训班，经考核
合格者，可获得结业证书并参加海南

省初级职业技能考试。考试合格者，
可获得海南省初级职业技能证书。

中式面点师专项技能培训班、初
级美发师技能培训班培训地点均为海
府一横路燕海大厦7楼。电工（初级）
技能培训班、创业培训班培训地点分
别为海口市琼山区滨江路首丹村18
号、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北路龙珠新城
小区1栋3楼。

海口开设免费技能培训班
18到45周岁的外来务工人员、下岗职工等均可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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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0月16日海南省委常委会
议精神及工作部署，为落实全省整治
违法建筑三年行动方案，持续开展生
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10月21日上
午，海口开展大规模集中拆违行动。
当天，海口四个区及高新区、桂林洋经
济开发区共拆违141宗，建筑面积共
3.26万平方米。

10月21日上午，伴随着液压破
碎锤作业的阵阵轰鸣声，在美兰区综
合行政执法人员的现场指挥下，位于
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儒党村的一栋
3 层半楼房的阳台、立柱接连被拆
除，砖石落在地面，成为一片废墟。
据美兰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相关负
责人介绍，此次拆除的这栋楼房，建
筑面积达1561.23平方米，为外来人

员到儒党村私下购买土地违法建设
起来的，属于重点打击的违建对象。
经该区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立案查处
后，目前已完成相应执法程序，并决
定予以依法拆除。

据了解，21日，美兰区组织460
余人对灵山镇儒党村、美焕村、下本
岛村等处的违法建筑依法予以拆除。

同一时间，秀英区也依法对五源
河湿地公园周边侵占生态红线的12
宗、共计7000平方米的违法建筑进行
强制拆除。

龙华区各镇（街）则分别展开拆
违行动，全天共计拆除各类违法建
筑16宗，拆除面积共计4132余平方
米。琼山区出动 737 人，调配各类
机械28台，对39宗违法建筑进行集

中拆除，拆除面积 8579.35 平方米。
高新区组织对美安科技新城安岭二
路 1宗违建房屋进行依法拆除，拆
除面积135平方米。

10月20日开始，桂林洋经济开
发区组织城管等多部门依法对6宗违
法建筑进行拆除，其中5宗已拆除完
成，预计22日全部拆除。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违法建筑危害甚大，不仅侵占
海岸线、河岸线等岸线资源，破坏自
然生态环境，影响社会公平正义，还
干扰重大建设项目推进，且违建的
房屋质量和消防安全等都存在不少
问题。

“无论房子建得多好，花了多少
钱，只要是违建，就绝不手软！”海口市

市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市打违办主任
刘名松表示，10月21日起，海口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违法建筑打击行动，尤
其是对侵占生态红线、林地和农田的
违建要坚决拆除，通过重拳打击违法
行为，震慑违法行为人，遏制违建之
风，把有限的资源用到自贸试验区和
自贸港建设上。

同时，海口市政府相关部门会积
极引导村民“逢建必报”，要村民知晓

“违建必查”，让遏制“两违”行为的法
规政策宣传深入民心。下一步，海口
市将持续发力，保持打违高压态势，继
续开展集中拆违行动，以更大力度、更
高效率、更大声势强力推进并圆满完
成2019年“两违”整治工作。

（策划、撰文\思嘉）

海口市各区同步开展“两违”整治集中行动

重拳打击违法建筑 腾出城市发展空间

10月21日上午，秀英区依法对五源河湿地公园周边侵占生态红线的12宗7000平方米
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 秀英区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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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4日，由海南省福利彩票发
行中心、海南省慈善总会共同举办的“福
彩阳光救济难慈善专项基金”捐赠仪式
在海口启动。该专项基金将通过“福彩
阳光救济行动”，救助海南省因家庭成员
遭遇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身患疾病等
突发原因，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以
及因家庭贫困面临失学的新入学大学
生，拟救助160人。

截至目前，专项基金中的“救急
难”项目已救助50个家庭、助学项目已
资助60名因家庭贫困面临失学的大一
新生。

用爱心打造福彩阳光救济
成立“福彩阳光救济难慈善专项基

金”是海南福彩响应民政“救急难”工作，

为民解愁，践行福彩公益慈善文化内涵
的切实体现，是省慈善总会针对迫切需
要救助的群众开展的精准救助实践，也
是新时期我省公益慈善事业平台发展方
向的一次探索。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慈
善事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共同
参与，探索更多科学有效的救助模式来
帮助那些身处困境的群众。“福彩阳光救
济难慈善专项基金”要用真情善举，解决
好人民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共同促进
我省公益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捐赠的90万
元善款中，60万元“救急难”专项基金仅
用作救急难使用，其余30万元作为助
学专项资金仅用于助学使用。“福彩阳
光救济难慈善专项基金”活动得到了政

府部门的大力支持，是我省公益领域的
一次创新性实践，是行业跨界齐心协
力、树立我省慈善形象的一场大型公益
示范活动。

今后，“福彩阳光救济难慈善专项基
金”将努力引导更多的公益资源和社会
力量参与海南公益慈善事业，为此贡献
更多力量。

救助生活陷入困境家庭
家住海口市龙桥镇的吴丕照，家庭

经济情况十分困难，加上两个孩子上大
学，开销巨大。更雪上加霜的是，吴丕照
的妻子又不幸患上了癌症，治疗费用耗
尽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这个原本就一贫
如洗的家庭，生活已举步维艰。

当了解到“福彩阳光救济难慈善

专项基金”启动后，吴丕照一家看到了
生活的转机，他们迫切地希望能得到
帮助，来暂时缓解经济上的压力。于
是，他们立刻向海南省慈善总会提出
了救助申请。在了解实际情况并核实
后，工作人员为他们送去了6000元救
助金。

据了解，此次“福彩阳光救济行动”
的救助对象为海南省户籍居民，并且须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因家庭成员遭遇自
然灾害、意外事故或身患疾病等突发原
因，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当年考录
国家普通高校的贫困大学生。

其中，因家庭成员遭遇自然灾害、意
外事故或身患疾病等突发原因，导致生
活陷入困境的家庭，本项目按一次性
6000元的标准予以救助，同一对象只救

助一次，拟救助100人。当年考录国家
普通高校的贫困大学生，本项目按一次
性5000元的标准予以救助，同一对象只
救助一次，拟救助60人。

“活动期间，来自全省各市县的许多
群众联系到我们，他们因病、因灾需要救
助，通过工作人员核实后，我们将分批把
救助基金发放到他们手中，帮助他们渡
过难关。”省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非常感谢海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对此
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资助贫困新生圆梦大学
8月28日，海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

心、海南省慈善总会共同举办“福彩阳光
救济行动”资助贫困大学生仪式。今年
共发放福彩助学金30万元，资助60名

贫困大学新生圆梦大学，让他们得以全
部顺利入学。

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任梁其发表
示，希望在未来生活和学习中，这些孩子
们能永怀一颗进取的心、感恩的心、乐观
的心，不断学习、为理想奋斗，始终保持
积极的人生态度、良好的道德品质，回报
国家、回报社会。

如今已持续7年的海南福彩助学，
已累计资助贫困学生300多人，不仅为
贫困学子实现求学梦插上腾飞的翅膀，
更在他们心中播撒了爱的种子。7年
来，这股“暖流”化作“及时雨”，践行着海
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扶老、助残、救
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承担起福彩人的
社会责任。

（策划\刘超 撰文\刘超 刘兆蓓）

50个困境家庭获救助 60名贫困学子圆大学梦

海南福彩阳光救济难慈善专项基金为民解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