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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良子

前不久，在全国公安系统英雄
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上，昌江黎
族自治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荣获

“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荣誉称
号。荣誉的背后，是该大队队员始
终用行动践行从警为民的初心，守
护万家灯火。

严厉打击“盗抢骗”等多发性侵
财犯罪，昌江公安刑事侦查大队为百
姓和企业生产经营保驾护航。

2021年10月18日，昌江金昌金
矿公司内一批价值约250余万元的
金砂、银饼等财物被盗。在案件侦查
过程中，该大队队员对犯罪嫌疑人

作案时间、地点、方式、手段、逃跑路
线等进行深入分析研判，确定了侦
查方向。同时，该大队组织人员对
金昌金矿公司内部和外围村庄进行
全范围走访和地毯式摸排。案发不
到两天，一个盗窃团伙渐渐浮出水
面。去年10月21日凌晨，抓捕小组
统一行动，将7名嫌疑人全部抓获。
该大队仅用 72小时就快速侦破该
案，顺利追回价值250余万元赃物。

黑恶必除、除恶务尽。昌江公安
刑事侦查大队近年来深入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共打掉涉黑涉恶团伙
9个、涉恶团伙7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165人，破获刑事案件82起，荣获“全
省扫黑除恶先进集体”称号，4人获评

全省先进工作者。
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该大

队共抓获涉毒人员162名、破获贩毒
案件167起，包含3起部督案件、4起
省督案件、12起特大毒品案件，刑事
拘留犯罪嫌疑人122人，缴获各类毒
品共17公斤，缴获枪支2支、子弹40
发，收戒85人。

打击电诈，守护百姓“钱袋子”。
该大队充分运用科技信息手段打击
犯罪，共抓获涉及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嫌疑人66人，破获电诈案件193起，
开展“扫楼”“断卡”行动，共抓获贩卡
人员331名。

“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全国
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全省优秀

公安基层单位”“全省公安工作先
进集体”“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先进集体”……昌江公安局刑事侦
查大队所获荣誉，离不开该大队33
名民警和 29名辅警舍小家为大家
的奉献，凝聚着每位队员的鲜血和
汗水。

昌江公安刑事侦查大队大队长
黎浩洋表示，为了进一步强化刑警
能力素质，刑侦大队正以“全警实战
大练兵”为契机，不断提高刑侦民警
理论知识水平、业务知识水平、执法
办案水平、技术实战能力等综合素
质，“建设成为能在关键时刻拉得
出、冲得上、顶得住的钢铁队伍”。

（本报石碌7月3日电）

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昌江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

“尖刀利刃”守护万家灯火

“喜迎二十大 忠诚保平安”
——“海南省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代表”事迹展播

五指山警方跨省抓捕
涉嫌诈骗嫌犯
涉案金额达928万元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王雷）
近日，五指山市公安局组织民警奔赴
广西开展抓捕行动，成功抓获4名涉
嫌诈骗犯罪嫌疑人。

据悉，五指山市公安局刑侦大队
在集中梳理侦查近期发生的刑事案件
时，锁定了一起诈骗案的犯罪嫌疑人
陆某，同时发现陆某藏匿在广西南宁
市。经过缜密侦查，五指山市公安局
民警6月21日在南宁市成功抓获陆
某，并对其进行突审，顺线深挖，牵出
了谭某、黎某、莫某等另外3名同案犯
罪嫌疑人。随后，民警先后在广西梧
州市、南宁市将谭某、黎某、莫某抓获。

据查，犯罪嫌疑人陆某、谭某等4
人均系广西人。到案后，该4人如实
供述了将本人的微信租借给境外诈骗
窝点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事实，涉案
损失金额达928万元。

目前，涉嫌诈骗的陆某等4人均已
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 见习记者 刘晓惠 本报记者 邓海宁

“在线上享受到香港国际调解专
家优质的国际争议解决服务，足不出
户就把问题解决了。”7月1日，香港
某贸易公司与海南某电商公司通过
电子方式领取了民事调解书，一宗涉
港国际贸易商事纠纷顺利化解，境内
外当事人均对海南法院的处理结果
赞不绝口。

两个月前，两家公司因进出口业
务发生争议，诉至海南第一涉外民商
事法庭。案件开庭审理后，考虑到纠
纷系因疫情引发，且双方均有调解意

愿，法庭通过海南涉外民商事纠纷在
线多元化解平台（ODR）将案件委托
给国际争议解决及风险管理协会
（IDRRMI）调解。该协会的专业调
解员以符合香港当事人逻辑思维和
行为方式的调解手段，打破了当事人
之间的谈判僵局，顺利化解了双方的
纠纷。

原本受案件送达期限、域外证据
公证认证、域外法查明等原因影响，
涉外民商事案件审理一般需要200
天至300天才能解决，但该案仅用了
两个月就完成调解结案。

令境内外当事人称赞的不仅是

时间上的高效。该案件从开庭到调
解到送达民事调解书，均在线上完
成，信息技术的充分运用，使双方当
事人足不出户就完成了所有程序。

在该案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海
南涉外民商事纠纷在线多元化解平
台，是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年开发的全国首个专门针对涉
外民商事案件的在线调解平台。

该平台吸纳了国际争议解决及风
险管理协会、澳门调解协会、中国国际
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等17家境内外
调解、仲裁机构，共有395名调解员进
驻，收录了3.2万余部法律法规和近

150万份案例，具有在线咨询、评估、
调解、仲裁、诉讼等服务功能，形成多
机构联动一站式调解、线上线下多元
化解纠纷的格局。2019年至今，该平
台已线上调解案件183件，为许多当
事人提供了优质司法服务。

在当前境内外企业加速涌入海
南自贸港的背景下，涉外商事纠纷也
呈现增长态势，以该平台为主要代表
的海南国际民商事纠纷多元解决机
制，为众多创业者、投资者提供了优
质高效的法律服务，让各类市场主体
在海南自贸港放心投资、安心创业。

“本次案件的妥善顺利化解，是

海南自贸港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成效
的一个缩影。”海南第一涉外民商事
法庭法官龙蜀娟说，利用涉外民商事
在线纠纷调解平台等创新机制，不仅
拓宽了港澳台地区人士司法参与渠
道，也提升了海南法律事务对外开放
程度。

下一步，海南第一涉外民商事法
庭将按照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
法治的要求，推动国际商事多元解纷
机制的完善与发展，使海南成为外商
投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的“优选
地”，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优质的
司法保障。 （本报海口7月3日讯）

海南法院探索国际商事调解新模式，对接国际化调解机构和国际通用调解方式

“云端”解纠纷 共建投资“优选地”

海南旅游消费嘉年华联合推广活动
在湖北武汉举办

邀请游客暑期来琼
畅玩“嗨购”

本报讯（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李艺娜）7月2
日晚，一场琼岛特色的旅游推介路演在湖北省
武汉市举办。这是由海南省旅文厅主办的“健
康游 欢乐购——2022年海南旅游消费嘉年华
联合推广活动”之一。

在路演现场，海南多家免税企业展示了免
税购物优惠攻略、舒适的购物环境。海南众多
旅游企业整合各自优质文旅资源展示推介，航
空旅游、海洋旅游、邮轮旅游、森林旅游、酒店
旅居等特色旅游资源逐一呈现，让武汉市民提
前感受“阳光海南”的待客热情。

经过精彩纷呈的推介宣讲，“暑期到海南清
凉嗨购一夏”活动迅速“圈粉”武汉市民。主办
方推出的“海南旅游消费大礼包”受到热捧，人
们纷纷扫码领取。

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
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7月3日讯（记者陈蔚林）第37期海
南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将分别于7月4日20时、
20时30分在海南经济频道、三沙卫视播出，于7
月10日10时20分在海南卫视播出。

本期电视夜校特别推出“感恩教育走进水满
乡毛纳村”专题，邀请到五指山市水满乡毛脑村驻
村第一书记高力、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潘涛和返
乡创业大学生王启望，讲述毛纳村民小组的美丽
蜕变。

观众还可以从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官网下载
“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本期节目。

中国银保监会海南监管局
一级巡视员秦会忠接受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7月3日讯（记者尤梦瑜）海南日报
记者7月3日从省纪委监委获悉，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一级巡视员秦会忠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海南省监
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关注台风“暹芭”

本报海口7月3日讯（记者习霁
鸿 孙慧 通讯员云蓓 李凡 吴春娃）
今年第3号台风“暹芭”逐渐远离本
岛，对海南的影响基本结束。海南省
气象局7月3日9时40分解除台风

四级预警。当日13时，省防汛防风
防旱总指挥部终止防汛防风Ⅳ级应
急响应。省气象部门预计，4日至5
日，海南岛多云，局地有雷阵雨。

7月1日至3日，“暹芭”给我省

多个市县带来强风雨天气。据统计，
7月1日8时至3日6时，昌江、三亚、
乐东、东方、白沙、儋州、琼中、五指
山、文昌、保亭和临高等11个市县共
58个乡镇（区）雨量超过200毫米，

昌江、三亚、乐东、东方、白沙、儋州和
琼中等7个市县共24个乡镇（区）雨
量超过300毫米，昌江、三亚、乐东和
东方等4个市县共12个乡镇（区 ）
雨量超过400毫米。

海南人保完成台风“暹芭”
首笔农险赔付
15小时内支付赔款

本报海口7月3日讯（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朱建）连日来，受台风

“暹芭”影响，海南多地迎来强降雨
或特大暴雨，人保财险海南分公司
对此启动了防台应急预案。截至7
月2日，该公司共受理报案件896
件，其中农险报案件达518件，估损
面积达1.72万亩。

7月2日16时，文昌市潭牛镇
农户符先生向人保财险文昌支公司
报案称，他所种植的香蕉受强降雨
影响，植株倒伏折断。接到报案后，
公司理赔人员赶往受灾现场开展查
勘工作，并在3小时内完成定损。
根据公司理赔流程，该案件事实清
楚，理赔人员启动绿色通道，简化理
赔手续，于3日上午将赔款3.1万余
元交付到符先生手中，从接到报案
到支付赔款不到15个小时。

“暹芭”对我省影响基本结束
今明两日海南岛多云，局地有雷阵雨

北部 多云 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28℃，最高气温34～36℃

中部 多云 最低气温25～27℃，最高气温33～35℃

东部 多云 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28℃，最高气温33～35℃

西部 多云 最低气温25～27℃，最高气温34～36℃

南部 多云 局地有阵雨，最低气温25～27℃，最高气温34～36℃

关注中超海口赛区

2022中超联赛海口赛区第
八轮比赛7月3日晚在海口五源
河体育场和海口观澜湖足球基地
结束，山东泰山队2∶0轻取广州
城队，大连人队2∶2战平了长春
亚泰队，河南嵩山龙门队1∶0战
胜浙江队。

8轮比赛战罢，山东泰山队
以8战6胜2负积18分的成绩，
排名海口赛区第一。河南嵩山龙
门队以8战4胜2平1负积14分
的成绩，排名第二。长春亚泰队、
大连人队、浙江队和广州城队排
在第三名至第六名。

图为河南嵩山龙门队球员和
浙江队球员激烈拼抢。

文/本报记者 王黎刚
图/本报记者 袁琛

激烈拼抢

4日夜间 ➡ 5日白天

北部 多云 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28℃，最高气温32～34℃

中部 多云 最低气温24～26℃，最高气温33～35℃

东部 多云 最低气温25～27℃，最高气温32～34℃

西部 多云 最低气温25～27℃，最高气温33～35℃

南部 多云 局地有阵雨，最低气温25～27℃，最高气温34～36℃

5日夜间 ➡ 6日白天

制图/张昕

海南将举办“亲子游 青春季·莘莘学子
畅琼游”联合推广活动

深挖暑期市场
撬动文旅消费

本报椰林7月3日电（记者王迎春）深挖暑
期旅游市场，推动海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7月至
8月期间，我省将举办“亲子游 青春季·莘莘学子
畅琼游”联合推广活动。作为活动主办方，省旅文
厅将联合OTA、新媒体平台、航司、涉旅企业、金
融机构等，推出形式多样的青春研学活动和内容
丰富的毕业季、开学季研学游产品。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旅文厅获悉，联合推广活
动的首场活动——2022年海南国际研学创新发
展大会将于7月6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举办。

针对亲子、研学、青春三大客群，“亲子游 青
春季·莘莘学子畅琼游”推出了七大线下暑期促消
费旅游活动，内容涵盖露营活动、主题研学、体育
赛事等。本次联合推广活动还将联合携程、美团、
去哪儿等平台，整合在线旅游平台资源，发挥平台
优势，推出暑期主题活动和旅游产品套餐等，撬动
文旅消费。

据了解，省旅文厅将联合抖音、新浪、快手、
爱奇艺四大平台，以研学线路、研学产品、微综
艺、“莘莘学子畅琼游”心愿征集、“青春在Lu
上”等海南旅游联合推广活动，拓展“行走天涯
研学海南”品牌边界，掀起海南研学旅游新热
潮；同时联合海南航空、光大银行进行跨界营销
推广，在餐饮、购物、住宿、景区等消费中推出相
应优惠。

2022年海南国际研学创新发展大会
将于7月6日在陵水举办

探索海南研学产业
转型升级机遇和挑战

本报椰林7月3日电（记者王迎春）海南日报
记者7月3日从省旅文厅了解到，2022年海南国
际研学创新发展大会将于7月6日在陵水黎族自
治县举办，届时政商学界人士将为海南发展研学
旅游献谋献策。

本次大会以自然生态为主题，聚焦亲子研学、
国际教育、民族风情等相关产业及文化，将邀请来
自业内的专家学者、研学基地、教育机构、行业领
军相关负责人，就“如何打造海南研学旅游”这一
主题研讨交流，共同探索新时代背景下的海南研
学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和挑战，会上将发布《海南
研学旅游影响力指数报告》《生态研学旅游专题报
告》等权威报告。

据悉，省旅文厅将在会上发布海南十大研学
旅游线路，并在携程、美团、去哪儿网三大OTA
平台同时上线。

关注海南系列
旅游节庆文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