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位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汽车站旁，当地居民在24小时自助交
管服务区办理业务。

据悉，为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
改革，保亭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以“马
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为工作
目标，在该县汽车站旁、新政镇政府旁
设立了2个“自助车管所”，居民24小
时均可以自助办理交通违法业务处
理、机动车和驾驶证类共18项业务。

居民只需刷身份证、通过人
脸识别后，即可进门办理操
作。此外，照相、体检、受
理、制证等可在“自助
车管所”内一站式办
理，当场领取证件，
每项业务办理只需
2分钟至10分钟。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保亭设立“自助车管所”
24小时服务不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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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嘉积3月18日电（记者刘
梦晓）因不堪忍受被丈夫酒后殴打，
琼海市民梁某向法院起诉离婚。为
保护被家暴者权益，琼海塔洋法庭日
前发出该市今年首份人身安全保护
令。这是海南日报记者3月18日从
琼海市人民法院了解到的情况。

梁某是琼海市塔洋镇人，2018
年初与陈某登记结婚。然而婚后不
久，她发现，陈某不仅酗酒，还经常酒
后打人。今年1月中旬，陈某再一次
在酒后对梁某实施暴力，不堪忍受的

梁某遂向公安机关报警求救。公安
机关出警后，对陈某作出了《家庭暴
力告诫书》，并对他进行告诫。

3 月 4 日，梁某以双方感情不
和为由，向琼海塔洋法庭起诉离
婚。此时，办案法官邹燕萍了解
到，被告陈某曾多次殴打原告梁
某，目前双方虽已分居生活，但分
居期间陈某仍多次到梁某现住处
对她进行堵截、威胁恐吓，给梁某
留下心理阴影。

对此，邹燕萍告知原告梁某，为避

免双方之间矛盾再次激化对其造成人
身伤害，并对存在的现实危险予以制
止，原告有权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3月5日，梁某便向琼海塔洋法
庭递交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书，法
院及时立案并在72小时内依法签发
人身安全保护令，同时抄送辖区派出
所及村委会协助执行，对被申请人陈
某进行一定的行为限制。随着人身
安全保护令的签发，也让梁某有了更
多安全感。

邹燕萍介绍，依法签发人身安全

保护令，是人民法院反家庭暴力的重
要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千零四十二条规定：禁止家庭暴
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也对家庭暴力的种类，申请人身安全
保护令的程序、条件和采取的措施作
出了明确规定。

在审理该案中，办案法官全面落
实《民法典》立法精神，并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在根据
案件及当事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准
确认定申请人可能面临家庭暴力的

现实危险，对家庭暴力行为零容忍，
及时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为受害者
撑起法治“保护伞”，有力地震慑、教
育、惩罚了施暴者，维护了申请人的
合法权益，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
社会效果。

在此，琼海法院也呼吁每一个被
家暴者都能对家庭暴力勇敢说“不”，
遭遇家庭暴力时，应当第一时间拨打
110报警或者向所在单位、居（村）民
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等单位投诉、反
映或求助并注意保留相关证据。

琼海法院发出今年首份人身安全保护令

用好法律护身符 向家暴说“不”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金
昌波 通讯员方茜）人身安全保护令
作为民事强制措施，已经成为家庭暴
力受害者的“保护伞”。海南日报记
者3月18日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
法》（以下称《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实
施5年来，全省法院共发出人身安全
保护令65份，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
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悉，《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家
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
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
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当事人

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
的现实危险，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5年来，我省各级法院制
定相应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实施细
则，明确申请主体、条件、证据、审查、
裁定和执行等事项，并与公安、妇联、
民政、基层组织等建立常态化协作机
制，确保民事诉讼强制措施与治安管
理处罚措施无障碍衔接。

结合我省 5年来落实情况，省
高院民一庭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
法院发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一是
内容涉及面大，除了夫妻间家庭暴
力，还有非法同居男女间暴力、兄

弟间暴力等，二是禁令种类多，包
括禁施暴令、禁联络令、禁处分财
产令、迁出令、限制探视子女令等，

“从结果来看，不少施暴人经法院
教育和调解，主动承诺保证不再实
施家庭暴力，获得了受害人谅解，
有效化解了被害方的家暴危机，也
使受损的家庭关系得到了修复。”

“人身保护令能起到教育威慑作
用，但现实中由于各种原因，目前仍
存在当事人申请不积极的现象。”拥
有多年执业经历的海大平正律师事
务所律师胡乾华表示，家暴案件屡见
不鲜，而全省5年仅发出人身安全保

护令65份，数量相对太少。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家暴

大多发生在家庭内部，受害者会有很
多顾虑，担心会进一步激化矛盾，故
而选择忍气吞声；另一方面，许多当
事人对人身安全保护令具体内容及
申请条件还不了解，难免会望而却
步。”胡乾华说，以其中一起案件为
例，海口市民符某为了子女有一个完
整的家庭，面对丈夫的辱骂、拳打脚
踢，长期选择隐忍。但这反而更加助
长丈夫的暴戾，最终在多次遭到丈夫
殴打受伤后，符某才不得已向法院申
请人身保护令，“建议社会各界加大

《反家庭暴力法》和人身保护令的宣
传，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

对此，省高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全省法院将积极组织
开展《反家庭暴力法》的宣传，通过
推送典型案例，现场答疑解惑，让
群众了解关于家暴的法规、案例和
相关信息，打破一些群众把家暴看
作私事的偏见，真正让施暴者认识
到自身行为的危害性，认识到法律
制裁的严肃性，让家暴受害者及时
意识到暴力伤害，意识到依法维
权，依靠法律，勇于对家庭暴力说
不，让反家暴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我省法院5年共发出65份人身安全保护令，家暴受害当事人申请积极性仍有待提高

让受害者“直起腰杆”反家暴需打破沉默

海口重拳打击
房地产市场乱象
开出98.8万元罚单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 （记者习霁鸿 通讯
员陈恒谦）海南日报记者 3 月 18 日从海口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今年以来，该局严厉打
击房地产市场乱象，目前共立案查处房地产案
件7宗，结案1宗，罚款98.8万元。

据悉，该局贯彻海口市委、市政府关于房地
产市场调控的决策部署，牢牢把握“房住不炒”
的定位，深入开展房地产市场专项整治工作，重
点对商品房未明码标价、虚假宣传、虚假广告、
价格欺诈、捆绑装修和车位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
进行查处，先后对长弘·御府、罗牛山·璞域、滨
海·新天地、国兴一号、美苑·隆兴花园、沁源汇
度假中心等6个项目涉嫌捆绑销售、未明码标
价、虚假宣传、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从
严从重处罚。

据介绍，经过近期的整治，海口进一步遏制了
房地产市场乱象滋生，维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促
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三亚启动国际社工日
主题宣传周活动

本报三亚3月18日电（记者徐慧玲）开展针
灸拔火罐服务、关爱银龄老人入户探访、垃圾分类
主题活动……3月18日，三亚市第15个国际社工
日主题宣传周活动启动。此次活动以“汇集社工
力量 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将整合全市社工机
构资源和义工、志愿者力量，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
活动，助力提高群众对社工服务的知晓度、认同度
和参与度。

据悉，此次活动时间从3月18日持续至22
日。活动将组织崖州科技城大社区、马岭大社
区、卓达大社区、榆亚大社区、吉阳大社区和11
家专业社工机构共同开展社工日及宣传周各类
主题活动。期间，各社工机构将发挥专业优势，
组织开展助力乡村振兴、关爱长者健康、亲子沟
通等公益活动。

目前，三亚共有23家社工机构，持证社工师
近200人，义工、社志愿者、社区社会工作者等达
2万多人，社工服务覆盖少儿成长、心理建设、长
者关爱、日间照料、居家养老、助残扶弱、康复照
料、戒毒禁毒、社区矫正、生态环境、精神文明建
设、乡村振兴等领域。

三亚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三亚
将实施大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站项目试点，引导
社工机构紧密围绕群众需求，借助区域优质服
务资源，做好服务项目设计，推动社会工作在
助力乡村振兴、服务困难群众、协同社会治理
等方面积极担当、主动作为，打通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米”，不断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满意度。

省金融局发布风险提示:

小心这3家企业
非法金融活动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王培
琳 通讯员彭一鑫）近日，省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发出风险提示：希望广大
群众对海南养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3家企业的相关投资、理财等信息不要
盲目信从，以免遭遇资金被骗。

据了解，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近期接
到群众举报，海南养老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养老银行股份（海南自贸区）有
限公司、世界养老银行（海南自贸区）有
限公司3家企业涉嫌从事非法金融活
动。目前，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将前述3
家企业的营业执照收回。省地方金融监
管局提醒，广大群众对涉及前述3家企
业的相关投资、理财等一切信息勿盲信。

同时，请广大群众对任何投资多
一分审慎，自觉抵制非法金融活动，保
护好自身合法权益，欢迎广大群众发
现线索后及时拨打电话进行举报。

本报三亚 3 月 18 日电 （记者
徐慧玲 通讯员黎祖聪）3月 18日，
海南日报记者从 2021 年第二届三
亚网球公开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公开赛将于3月 24日至 28日在三

亚举行。届时，将有来自全国各地
的 241 名选手参赛，进行 8个小项
的角逐。

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该项赛事旨在全面

推广网球运动，加大群众体育活动的
交流力度，丰富市民的体育文化生
活。赛事组委会将努力打造三亚网
球赛事精品品牌形象，大力宣传三亚
体育旅游产业，助推海南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组委会将通过网

络平台对每个项目的决赛及热门选
手的场次进行网络直播，并邀请全国
知名网球解说员参与直播。

三亚警方破获
多起系列盗窃案
斩断伸向医院的“盗窃黑手”

本报三亚3月18日电（记者高懿）近日，三
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新居派出所在该市公安局合
成作战中心的协助下，快速侦破16起医院系列盗
窃案，追回被盗手机14部。

3月12日凌晨，新居派出所陆续接到多名群
众报警称，在该市某医院外科楼内手机被盗。接
到警情后，新居派出所立即组织精干警力展开调
查。经走访及调取相关资料，发现一名中年男子
有重大作案嫌疑。

经4小时循线对嫌疑人出发点、销赃点、落
脚点开展综合研判追踪，民警发现嫌疑人的轨
迹，并掌握了嫌疑人董某辉的身份信息。

在三亚市公安局合成作战中心的协助下，最
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位置，民警立刻驱车赶往
乐东于12日17时许将嫌疑人董某辉抓捕归案，
缴获被盗手机一部。民警根据侦查线索，3月13
日8时许，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嫌疑女子海
某花相继落网，缴获被盗手机13部。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董某辉、海某花对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天涯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3月17日12时-3月18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5

16

19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6

27

29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王
黎刚）33年前，海南中学学生、屯昌姑
娘韦海英入选国家队，成为第一个入
选女足国家队的海南球员。33年后，
她的两名徒弟接到了入选国少女足
U17集训队的通知。

3月1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

中学获悉，为了备战2022年亚足联
U17女足亚洲杯，根据中国足协女子
足球竞赛计划，U17国少女足将于3
月19日至4月16日在江苏、云南组织
集训，海南中学韦海英足球俱乐部的
两名球员符雨桐和罗世创入选了国少
女足U17集训队。

这是该校时隔30多年后，又涌
现出了女足国脚。2006年出生的罗
世创和2005年出生的符雨桐，分别
就读于海南中学初三和高一年级。
罗世创身高1.73米，司职中后卫和中
锋。符雨桐身高1.60米，司职边前
卫，速度快。

最近几年，海口、三亚和屯昌等
多个市县开展校园女足足球运动，为
海南中学韦海英足球俱乐部选拔球
员提供了苗子。例如，符雨桐来自屯
昌向阳中心小学，罗世创来自三亚天
涯小学。每周末，该俱乐部还会派教
练员到向阳小学训练小球员。

备战2022年亚足联U17女足亚洲杯

海南中学两名女球员入选国少U17集训队

第二届三亚网球公开赛3月24日开打
全国241名选手将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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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前，椰树集团的前身海口罐头厂
是一个连续5年（1981年—1985年）严重
亏损、仅差2万元就破产的企业。椰树集
团创始人、总裁王光兴临危受命，自1986
年起推行破“三铁”“科技重奖”“能人先富”

“员工持股”等4项改革，拯救濒临破产的
企业并将其发展壮大。如今，椰树集团发
展成为海南最大的利用热带农产品深加

工的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连续多年荣登
“海南民营企业百强”榜单，2020年完成产
值39.22亿元，上缴税金5.79亿元。

风雨兼程数十年改革，让曾经濒临
破产的海口罐头厂发展成今日的椰树集
团。这家在海南本土生长的企业，创造
了与国外饮料抗衡的民族饮料品牌，将
椰树牌椰汁和矿泉水成功打造成为国民

集体记忆之一，让它们出现在百姓的餐
桌上，备受好评。

“绝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
印在椰树牌椰汁罐身的这句话，是对产品
质量的严格要求、对消费者的承诺。椰树
集团诚信经营，坚持做到投放市场的产
品，每一罐都对消费者负责，经得起市场
检验。“诚信”二字让椰树品牌和产品赢得

了消费者的信赖。椰树集团椰树牌椰子
汁和椰树牌矿泉水获得“中国名牌产品”
称号，椰树牌椰汁、椰树牌芒果汁和椰树
牌矿泉水、火山岩矿泉水广为人知。

岁月如歌，椰树集团在推进改革、促
进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主动承担和积极
践行社会责任、热心公益事业。长期以
来，在多项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中都能看

到椰树集团的身影，其热心支教助学、赈
灾救灾、扶危济困等等公益活动。2020
年，椰树集团通过海南省慈善总会向新
冠肺炎武汉疫区捐赠总价值1000万元
的善款和物资（包括500万元现金和价
值500万元椰树牌椰汁），同心协力抗击
疫情。

当前，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给企业

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椰树集团乘势
而上，加快做大做强的步伐：总投资达
12亿元的椰树狮子岭生产基地项目已
开工建设，预计2023年1月建成投产；
出国办厂和种植椰子的工程正在大力推
进，已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椰子水、椰子
油等产品相继开发成功，展示出广阔的
市场前景。

椰树集团：以改革与诚信酿造民族饮料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