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海口市大致坡镇陈某违法占耕地建设房屋案：2020年10月，陈某违法占用大
致坡镇园月村0.12亩耕地建设房屋。同月，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美兰分局下达责
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目前，大致坡镇镇政府已对该地基组织拆除。

■ 东方市三家镇郭某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房屋案：2020年7月，郭某违法
占用三家镇玉雄村0.16亩永久基本农田建设房屋。同月，东方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发现
该违法行为并依法进行查处。2020年10月，三家镇政府会同有关部门依法组织拆除。

■ 东方市板桥镇吴某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房屋案：2020年7月，吴某违法占
用板桥镇本廉村0.16亩永久基本农田建设房屋。同月，东方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发现该
违法行为，并依法进行查处。2020年10月，板桥镇政府会同有关部门依法组织拆除。

■ 琼海市万泉镇甘某违法占耕地建设房屋案：2020年8月，甘某违法占用万泉镇
丹村文七村民小组0.15亩耕地建设房屋。同月，万泉镇政府巡查发现当场制止，并下
达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2020年11月，万泉镇政府依法对该房屋进行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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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县老城镇谢某违法占耕地建设房屋案：2020年7月，谢某违法
占用老城镇大场村0.16亩耕地建设房屋。2020年11月，老城镇政府会同
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等有关部门对该房屋组织拆除。

■澄迈县老城镇周某违法占耕地建设房屋案：2020年7月，周某违法
占用老城镇大场村0.16亩耕地建设房屋。2020年11月，老城镇政府会同
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对该房屋组织拆除。

■乐东黎族自治县九所镇林某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房屋案：
2020年12月，林某违法占用九所镇中灶村0.2亩永久基本农田开挖地基拟
建设房屋。同月，九所镇政府到现场制止后组织对该地基进行拆除。

■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林某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房屋案：
2020年12月，林某违法占用利国镇望楼村0.27亩永久基本农田开挖地基
拟建设房屋。同月，利国镇政府到现场制止后组织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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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口市公共交通
集团有限公司”或”海南e出行”,点击“乘车”

● 点击“立即开通”后，根据线路选择
相应票价进行扫码乘车，设备会根据所选择
的票价播报语音提示，但不会扣除费用

乘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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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风火轮”
城市“风景线”

日前，在海口市龙华区海口湾畔，
一支脚踏“风火轮”的执法队伍集中亮
相，吸引了市民和游客的注意。

这是海口龙华区的第一支电动平
衡车骑行执法队伍，将在城市景观路
进行执法，劝离在禁止垂钓区垂钓的
市民，整治海口湾周边乱停放的电动
车、共享单车，以及纠正占道经营等违
法行为。

据悉，为了适应文明城市管理执法
需要，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人性化服务，
龙华区专门投入数十万元，采购了一批
电动平衡执法车和电瓶车等设备，以便
执法人员到海口湾等一些不方便机动
车进入的景观路进行巡查执法。

文/本报记者 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

图/本报记者 张茂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陈弼）
近日，省司法厅召开全省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建设儋州现场会，通报全省公
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情况，并为
儋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和儋州市多
元化解矛盾中心揭牌。

据介绍，近年来，省司法厅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
紧紧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心工作，

全方位、高质量、多举措推进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建设，先后建成覆盖全省城
乡的五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便
捷高效的海南法律服务网、全天候提
供法律咨询服务的“12348”公共法律
服务热线呼叫中心，为脱贫攻坚、法治
政府、平安建设、扫黑除恶、三年禁毒
大会战、疫情防控、社会综治、优化营
商环境等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和
法律服务。

2018年4月至2020年11月，全
省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5.75万件，帮
助困难群众挽回经济损失6.8亿元；人
民调解组织化解矛盾纠纷5.6万件；办
理公证26万件；办理司法鉴定4万件；
办理仲裁案件0.56万件；村（居）法律
顾问提供法律咨询5万人次，调处矛盾
纠纷0.4万件。海南法网群众访问量
15.5 万人次，解答网上咨询 0.73 万
件。“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免费为

群众解答法律问题28万人次。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

要进一步增强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建设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进一
步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把更
多力量汇聚到建设全岛同城化公共法
律服务体系的自贸港制度集成创新工
作上来，积极打造在全国可推广、可复
制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海南模
式”，为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

扛起司法行政的责任担当。
与会人员参观了全省首家集公共

法律服务网络、实体、热线平台和诉
调、检调、公调对接于一体，提供“综
合性、一站式、标准化”服务的儋州市
公共法律服务广场（多元化解纠纷中
心）；观看了全省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建设宣传片；儋州、海口、三亚、
琼海等4个市司法局分别就公共法律
服务工作做了交流发言。

我省部分无偿献血者
可免费乘坐海口公交车

本报海口12月23日讯（记者马珂）在省卫
健委、海口公交集团等部门和企业的大力推进下，
12月23日起，符合“三免”优待条件的人员可不
限次数免费乘坐海口市143条线路的公交车。

根据《海南经济特区无偿献血条例》，在本经
济特区无偿献血并获得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国
家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和国家无偿献血志愿服
务终身荣誉奖的个人，可享受“三免”优待。

我省两年来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近6万件，帮助困难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近7亿元

全方位、高质量、多举措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本报海口12月23日讯（记者陈
雪怡 通讯员尹建军）12月22日，省
自然资源和规划厅通报8起农村新增
乱占耕地建房查处案例，目的在于发
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引导有

合理用地需求的企业和个人依法依规
申请办理用地手续。

通报指出，全国农村乱占耕地建房
问题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以来，我省
有关市县积极行动，加大宣传，以“零容

忍”的态度严肃查处了一批新增乱占耕
地建房案例。但在实地督导过程中，也
有一些乡镇、村对新增乱占耕地建房问
题仍然存在发现不及时、管控和处置不
到位等情况，距离“零新增”的防控目标

仍有较大差距。各市县要充分认识耕
地保护的极端重要性，落实耕地保护主
体责任，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采取
切实有力措施，强化耕地保护日常监
管，构建“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的巡

防体系，坚决遏制新增乱占耕地建房行
为。要以最明确的目标、最坚决的态
度、最实的策略、最强的合力、最严的纪
律把整治工作做到位、做彻底，坚决遏
制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行为。

我省通报8起农村新增乱占耕地建房查处案例

坚决遏制新增乱占耕地建房行为
海口中院对潘海文等42人涉黑案
作出一审宣判

判处潘海文有期徒刑25年
本报海口12月23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覃易琼）12月23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
潘海文等42人涉黑犯罪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海口中院判决被告人潘海文犯组织、领导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
财物罪，开设赌场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聚众
扰乱社会秩序罪，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罪，妨害公务罪，聚众斗殴罪，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
徒刑2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判决被告人潘海冲（潘海文胞弟）犯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开设赌场罪、强迫交易
罪、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数罪并罚，
判处其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时，海口中院以参加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开设赌场罪等罪名判处其他
40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8年到1年3个月不等刑期，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到1万元不等罚金。

海口中院认为，被告人潘海文纠集、网罗被告
人潘海冲、谭云、莫仕炳、符厚良、陈进荣、谭亚民、潘
福干等人，形成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多达39
人，该组织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
固定；通过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获取经济利
益，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和发展；通过暴力、威胁等
手段，有组织地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
欺压群众，称霸一方，在万宁市万城镇永范村及周边
地区造成恶劣影响，当地群众敢怒不敢言，严重影响
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已具备刑法规定的黑社
会性质组织的4个特征，依法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
质组织。公诉机关指控本案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以及指控的具体违法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指控的各项罪名成立，应当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
对各被告人进行处罚，故作出上述一审判决。

● 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一）铜奖，自愿无
偿献血达20次以上的献血者；（二）银奖，自愿无
偿献血达30次以上的献血者；（三）金奖，自愿无
偿献血达40次以上的献血者

● 国家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无偿
献血志愿服务时间超过 10 年且累计时间超过
1500小时，或累计时间超过3000小时的志愿者

● 国家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一）奉献奖，
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1次的捐献者；（二）特别奖，成
功捐献造血干细胞2次以上的捐献者，或者成功捐献
造血干细胞1次且自愿无偿献血20次以上的捐献者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刘笑非 美编：陈海冰

支持文旅产业发展和大型
体育赛事举办，打造城市名片

12月20日早上7点30分，随着一声发
令枪响，2020儋马正式开跑，1.8万余名跑
者在奔跑中感受到了儋州这座城市的热情
与活力。作为儋州城市建设的重要参与
者，碧桂园精心准备的休息点，为一众跑友
提供了周到的服务和后勤支持，助力赛事
圆满举行。其实，除了为儋马这场儋州年
度体育盛事提供配套服务，近年来，碧桂园
还通过持续支持雪茄节的举办，让市民、游
客充分感受到了儋州文化旅游的新魅力。

2013年，光村镇雪茄烟草种植已初具
规模，为丰富海南旅游节庆活动，延伸雪茄
产业链条，占地2000余亩的碧桂园雪茄风
情小镇项目和首届雪茄节应运而生。经过
7年的发展，曾经呈现在蓝图上的碧桂园雪
茄风情小镇，如今早已成为儋州重要的旅
游目的地和海南婚庆旅游基地，在助推儋
州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而这背后，离不开作为雪茄节坚定支
持者和雪茄节固定举办地雪茄风情小镇建
设单位的碧桂园这些年做出的努力。

“让雪茄节成为儋州乃至整个海南的
旅游文化品牌和城市名片，助力儋州发展，
是碧桂园雪茄风情小镇项目建设的初衷，
也是我们持续支持这项活动的目的。”碧桂

园海南区域有关负责人表示，在助力儋州
办好雪茄节，为当地文旅产业发展增添新
亮点的同时，这两年来，持续看好儋州发展
潜力的碧桂园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在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大背景下，为儋州的海南西
部中心城市建设注入更多发展活力。

2018 年，碧桂园就已经开始为此努
力。彼时，儋州成为第十三届环海南岛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主办城市。作为海南最具国
际影响力的重大体育赛事，环岛赛诞生13
年后第一次将赛事起点和终点放在儋州，无

疑让这座城市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为此，
碧桂园海南区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成为该
届赛事的总冠名赞助商，不仅助力儋州迸发
出了新的发展活力，也让这座城市的魅力得
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和认可。

推动城市商业发展的同时
捐建美丽乡村，助力民生改善

2年后，在海南自贸港建设如火如荼的
大背景下，碧桂园西部中心项目的诞生，同

样承载着为儋州发展注入新活力这一使
命。“在西部中心项目的规划和建设中，我
们引入了‘CAZ’的概念，即‘中央活力
区’。我们希望这个项目能依托儋州便捷
的交通和临港经济圈区位优势，为未来市
场主体的增长和高端人才引进，提供更高
水平的承载空间。”碧桂园海南区域有关负
责人坦言，对于西部中心项目，碧桂园旨在
将其打造成兼具发展动力与城市活力的垂
直复合体，为儋州的城市发展赋能。

“儋州毗邻洋浦经济开发区，未来必定

要担负起临港经济发展的承载地角色，我
们现在做的，就是为未来更多市场主体和
更多人才的涌入，提供良好的硬件基础，并
且能形成产业集聚，激活儋州的城市活力，
助力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建设。”碧桂园海南
区域有关负责人表示。

不管是支持文旅产业发展，以及环岛
赛、儋马等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还是助力
城市建设，最终的落脚点都是改善民生，这
也是近年来碧桂园助力儋州发展的另一个
着力点。2019年，在儋州市委、市政府指
导下，碧桂园海南区域通过海南省慈善总
会捐赠1300万元，在曾经的深度贫困村
——儋州市大成镇新风村，启动美丽乡村
建设，帮助当地发展特色民宿产业，以产业
扶贫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的方式，助力
当地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并吸引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立业28年来，碧桂园始终将‘希望社
会因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当作自
己的使命。明年，是碧桂园进驻海南的10
周年，我们希望到时候回首过去10年的奋
斗历程时，能看到碧桂园一直在努力为儋
州建设海南西部中心城市、为海南变得更
加美好贡献力量。”碧桂园海南区域有关负
责人表示，能在海南发展壮大，碧桂园得益
于海南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未来，碧桂园
也将通过持续的努力，继续回馈海南这片
土地和一直支持碧桂园的海南人民。

碧桂园为儋州城市发展添活力，助力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建设

12月20日，2020
海南儋州马拉松赛（以
下简称儋马）正式开
跑，1.8万余名跑者齐
聚儋州；12 月 12 日，
2020第八届海南（儋
州）雪茄文化旅游节
（以下简称雪茄节），在
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
碧桂园雪茄风情小镇
开幕，为市民、游客献
上了一场融合雪茄、机
车、旅游、婚庆、美食等
多种元素的文旅嘉年
华。一个月内，两场大
型活动先后在儋州举
行，让这座城市的魅力
与活力一次次呈现在
世人眼前。这背后，是
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建
设的成效在逐渐显现，
也是包括碧桂园在内
的一众儋州城市建设
参与者们共同付出的
努力，正在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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