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王季 通讯员陈丹萍）
近日，澄迈县人民检察院召开全院干警
大会，传达贯彻全省检察机关规范司法
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对下一步如何扎实开展规范司法行为
专项整治工作提出4点要求。

抓好对规范司法行为理念的再学

习 、再教育 ，确保认识到位 ；敢于直面
存在问题，确保查摆细致到位。紧紧抓
住办案的重点环节进行查摆， 及时制
定相应的整改措施； 强化案件质量评
查，努力提升司法质效。研究制定案件
评查办法，成立案件评查小组；内外部
监督相结合，促使规范司法常态化。发

挥统一业务应用系统重要作用， 确保
案件从受理到办结各环节规范。 强化
纪检监察部门对办案安全的监督检查
和责任查究。及时公开法律文书，接受
群众监督；通过检察门户网站、控申接
待窗口， 不断拓展检务公开的广度和
深度。

澄迈县检察院规范司法行为要求

查摆办案重点环节整改

本报讯（见习记者肖瀚 记者李松
梅 通讯员章鹏彪）7月30日， 记者从海
口秀英公安分局召开的发布会上获悉，
海口秀英警方近期打掉一个盗贩耕牛
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

近期海口秀英区内发生多起盗窃耕
牛案件，对当地农户造成极大影响。 秀英
警方立即成立了打击盗窃耕牛犯罪专案
组，2015年3月4日， 秀英警方接到报警，
郑某枫称，3月3日家中的3头黄牛被盗。
专案组民警在沿南海大道附近土路成功
拦截被盗耕牛3头。 但犯罪嫌疑人在拦截

过程中利用附近复杂地形逃脱。
专案组民警通过回访周围群众，初

步锁定犯罪嫌疑人为大约60岁的临高
男子。 根据这一线索，民警经过分析比
对，走访摸排，最终锁定杨某新、陈某现
有重大盗牛嫌疑。 经深入核查，一个以
杨某新、陈某现负责盗窃耕牛，杨某龙、
谢某忠等二人实施销赃的团伙就此浮
出水面。

7月17日，专案组民警在海口、临高
等地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杨某新、陈某
现、杨某龙。 7月27日，犯罪嫌疑人谢某

忠迫于抓捕压力投案自首。
据警方介绍，4名犯罪嫌疑人均为

临高人，陈某现为摩的司机，负责事先
在海口、澄迈等地踩点，然后回到临高，
将杨某新载到事先踩点地方进行盗牛，
成功后，二人将被盗耕牛用卡车运回临
高， 再以5000元左右的低价卖给杨某
龙、谢某忠等人。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共
作案7宗，警方已追回被盗耕牛4头。

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新、陈某现、
杨某龙、谢某忠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审理中。

海口秀英警方打掉一盗贩耕牛团伙，追回4头耕牛

4名嫌疑人被刑拘

本报讯（记者郑甜 通讯员王
俊大）7月29日，昌江边防支队开展
“庆‘八一’书法、美术、摄影走进警
营”活动，昌江县文联20余名艺术
家现场挥毫泼墨，为边防官兵书画

题字，送去“八一”祝福。
“开展经常性文化交流活动，既

丰富官兵业余文化生活，又可促进警
地交流， 推动昌江文化事业向前发
展。 ”该支队政委熊勇告诉记者。

本报讯（通讯员逄金霞 记者王慧
申王军）日前，省司法厅召开党委会议，
贯彻落实省委六届八次全会精神。 会
后，省戒毒管理局要求自觉将司法行政
戒毒工作融入全省重点攻坚深化改革
大局中谋划，积极作为，主动服务，并结
合戒毒工作实际提出8方面贯彻措施。

加强学习，增强服务服从深化改革

的大局意识；树牢安全首位意识，维护
场所安全稳定； 深入探索海南戒毒模
式，提升教育矫治质量；加强部门沟通，
积极推进戒毒人员的救助工作；加强教
育培训，提升队伍专业化水平；科学规
划设计，夯实收治基础；加快信息化建
设，强化戒毒工作保障；坚持从严治警，
建设过硬队伍。

省戒毒管理局贯彻省委六届八次全会精神要求

深入探索海南戒毒模式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 ，省委宣传
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自即日起 ，
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案件线
索举报 。 我们郑重承诺 ：严守保密
规定 ，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 ，定期
通报受理查处情况 。

举报电话：12318 （省文化市场
行政执法总队 ）、66810531 （省记
协），举报邮箱：hnx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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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敏 邢芳琳 通讯员
林嫩青）被执行人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
工多次讨要未果，诉至法院，在达成调解
后却拒不履行。 昌江法院果断采取追究
被执行人刑事责任的执行方案， 加强与
公安、 检察机关的协调配合将被执行人
拒执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侦查， 将其
从内地抓获，其慑于法律权威，自动履行
义务。

金某、 吉某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
镇五大村合伙租地种植菊花， 何某等46
名农民工在菊花基地务工， 自2012年10
月至2013年3月止，金某、吉某累计共拖
欠何某等工资共计325017元。 经多次讨
要未果， 何某等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金
某、吉某付清拖欠的工资。昌江法院受理

后，经调解，被告金某、吉某欠原告何某
等46人工资20.8万余元，其中被告金某自
愿支付73%，共计15.2万余元 ，定于2013
年10月15日前付清。 被告吉某自愿支付
27%，共计5.6万余元，定于2013年10月15
日前付清。

调解书生效后，金某、吉某未履行法
律文书确定的支付工资款的义务， 何某
等46名农民工于2013年12月4日向昌江
法院申请执行。案件立案执行后，昌江法
院依法向被执行人吉某发出执行通知
书， 责令其限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 但吉某未履行。 因金某下落不
明， 昌江法院依法向其公告发出执行通
知书， 责令其限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但期限届满，金某也未履行。

经敦促， 被执行人吉某同意分期分批履
行农民工工资款5.6万余元，现已履行完
毕。 被执行人金某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被
有关部门介入后， 即逃离海南， 下落不
明。昌江法院在分别委托上海、山东等地
法院代为划拨被执行人金某银行存款共
计1.7万元后，尚有14万余元无法执行。

因金某拒不执行法院生效裁判行
为，导致农民工工资久拖未结，损害众多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执行期间，被执行人
金某为躲避法院查找，逃避债务，故意将
手机号码更换或关闭不用。 金某明知人
民法院判决、裁定已经生效，必须执行，
在有能力执行的情况而故意躲避， 拒不
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 为此，昌江法院将金某涉嫌

犯罪材料移送昌江县公安局进行刑事侦
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015年4月2日，经公安机关追逃，山
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公安分局将犯罪嫌疑
人金某抓获，4月12日， 昌江县公安局派
员将金某押解回昌江。 昌江法院执行人
员在看守所对金某进行严肃的法律教
育，责令其按生效法律文书履行义务，履
行拖欠的46名农民工工资款， 否则将受
到法律制裁。慑于法律权威，金某表示真
诚悔过，并积极联系家人筹款履行义务。
4月23日，金某家属将剩余案款14万余元
一次性向法院缴纳完毕。 鉴于金某认罪
态度较好，履行了全部义务，且患有严重
疾病，经与检察机关沟通，昌江县检察院
对其作不予起诉处理。

本报讯（记者陈瑜 通讯员周量）7月
30日，文昌法院为庆祝“八一”建军节，由
党组成员、副院长杨许成带队，组织全体
军转干部参观月亮湾等景点，丰富他们尤
其是退休军转干部的业余生活。

7月17日早7点， 林健准时起床，
吃过早饭往单位赶，像普通上班族一
样，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工作中少了
以往危险，他称有点不习惯。

一个多月前见义勇为的一页早已
被他翻了过去，24岁的他现在最大的
愿望便是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会尽心尽
力，把见义勇为的精神继续传播下去。

一个多月前，身为海口美兰公安分
局便衣大队联防队员，林健在半夜下班
途中，因制止群殴事件受伤，考虑到林
健的伤痛，带伤执行任务随时可能有危
险，美兰区一周前将林健借调至区委政
法委主要从事一些文职工作。

路遇群殴当场制止
受伤仍抓歹徒不放

“我现在虽然已经调动新岗位
了，但是时刻都记得自己曾是一名联
防队员，队里有需要时还会回去。 ”7
月15日，在第十二届全省见义勇为先
进分子（群体）表彰大会上，林健被评
为“海南省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6月1日凌晨，林健与队员一起打
击街头“两抢”刚结束，在回家途中经
过海口海府路东湖东升楼路段，看到
4名男子在围殴2名男子， 情况紧急。
“当时有两名男子迅速离去， 有两个
人还在用凳子和砖头继续砸地上的
两个人。 我一转身有人重重推了我一
把， 并用凳子砸我的身上和头上，幸
好当时我还带着头盔。 ”林健告诉记
者， 当时他向110指挥中心汇报并请
求增援后，只身上前制止斗殴 ，却遭
到4名行凶者的围攻。

在受伤的情况下，他仍死死抓住
其中一名嫌疑人，“我告诉自己要坚
持， 我的同事一会就来解救我了。 ”
林健说， 当时自己意识一度有些模
糊，但他知道，战友很快就会赶到现
场将施暴者制服，无论如何自己要坚

持住。 近5分钟后，前来支援的便衣队
员将另外4名嫌疑人当场抓获， 并马
上把林健送院治疗。

经诊断 ，他的头部 、手臂 、腿部 、
背部等处伤痕累累。 “头部有三个创
口，被缝了6针，脑CT扫描为‘蛛网膜
下腔出血’。 ”今年才24岁的林健脸庞
略显稚嫩，回想当时受伤的情景一点
都不畏惧。 他告诉记者，在医院里治
疗了一周才出院，并表示日后遇到类
似的情况还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保
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我也没做啥，就是做了我应该做
的，救人是自己的责任。 ”提起一个月
前见义勇为的一幕，林健淡淡一笑。

路见不平勇于站出
坏人才会越来越少

林健出院后在家休养了一周，又
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 上班不到一个
周，他就和队友追踪抓获一名“两抢”
分子，还配合禁毒大队一次聚众吸毒
的围捕。

近期 ，林健到医院检查 ，暂时还
没有发现脑中出现肿块，但医生叮嘱
要坚持复查，伤痛不是完全复原。 考
虑到带伤执行任务随时可能有危险，
7月13日， 林健被调往美兰区委政法
委工作。 他说，他更向往街头巷尾的
那份工作，想念和队友一起与违法犯
罪分子作斗争、风吹日晒守护市民的
时光。 不过他表示：“无论做什么工作
都会尽心尽力，我会把见义勇为的精
神继续传播下去。 ”

“遇到邪恶的事情， 我们敢于面
对它、打击它，它就不敢冒头，就会越
来越少。 ”24岁的林健脸庞略显稚嫩，
但身上有一股正气。 他说，社会需要
有正能量的人，希望每一位市民路见
不平勇敢站出来，这样坏人就会越来
越少。

白沙县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到白沙法院调研表示

将发挥职能作用
支持法院工作
本报讯（记者宋飞杰 通讯员康忠

强）7月29日下午，白沙黎族自治县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刘雄一行三人到白
沙法院，主要就法院今年上半年工作情
况以及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调研。

该院党组书记、院长梁寿松汇报了
该院上半年在审判执行、 司法改革、司
法为民、队伍建设、党风廉政建设、两庭
建设及信息化建设等工作取得的成绩
和存在的困难。分管院领导以及业务庭
负责人分别向县人大反馈了审判执行
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民事审判庭主要反
映了近年来白沙日益增加的房地产纠
纷、企业纠纷以及建设施工、土地纠纷
等问题； 执行局指出了当前执行难、执
行信访多等问题；行政审判庭就今年行
政非诉案件大幅增加提出建议，希望强
化政府依法行政意识。

刘雄表示，白沙法院服务广大人民
群众、 保障白沙社会经济发展成绩突
出，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也不少，县人大
将发挥职能作用，支持法院依法开展各
项工作。

万宁法院

干警清洁沙滩
扮靓海岸线

本报讯（记者郭彦 通讯员殷潇潇）
为积极响应“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7月30日下午， 万宁法院
团支部组织青年干警赴东澳镇镜门村
后海沙滩开展“清洁沙滩、筑爱万宁”公
益活动。

青年干警们从镜门后海沙滩海边
一路沿着沙滩向南捡拾垃圾，每个青年
干警都把饮料瓶、冷饮包装纸、枯树叶、
烟蒂等各种垃圾装集在手中的塑料袋，
经过3个小时的收拾，2公里的沙滩恢复
了整洁面貌。

儋州检察院副检察长
为市公安局作专题讲座

引导干警适应司改
转变执法理念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麦文耀 通讯

员王琴 余建波）近日，儋州市检察院副
检察长张玉萍应邀到儋州市公安局作
了以“侦查工作如何适用以审判为中心
的诉讼制度改革”为主题的专题讲座。

张玉萍结合儋州刑事案件的典型
案例，详细讲解了如何理解以“审判为
中心”的司法改革、侦查工作如何适应
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工作中应注
意的问题等3方面内容。 在讲解侦查工
作如何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
时，张玉萍指出，目前侦查工作中仍然
存在取证不精细、非法取证、委托鉴定
不及时、现场勘查不及时等与司法改革
不相适应的问题，应下定决心整改。

拖欠46名农民工15万余元工资逃到山东

“跑路”老赖落网后付清余款

本报讯（记者郑甜 通讯员陈英德）
“八一”前夕，海南海警一支队组织30名
官兵前往金牛岭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
陵园，开展缅怀革命先烈纪念活动。

7月29日下午，该支队官兵在“解
放海南的英烈永垂不朽” 纪念碑前向
为解放海南岛做出伟大贡献的英烈们
敬献鲜花，并脱帽默哀。面向鲜红的八
一军旗， 官兵们高举右手庄严宣誓：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我宣誓：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 铿锵有力的声音在金
牛岭上空回响， 见证了人民子弟兵向
党和人民承诺的最神圣誓言。

“作为一名光荣的人民子弟兵，我
将继续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英勇顽
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为保卫祖国
南疆大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战士
小刘如是说。

海警30名官兵到金牛岭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

面向军旗庄严宣誓

官兵向军旗宣誓

本报讯（通讯员李冉 记者王慧
申王军）7月29日，“八一” 建军节即将
来临之际， 省三江监狱召开庆祝 “八
一”建军节座谈会。 该监狱党委班子全
体成员和50多名在岗的转业复员军人
欢聚一堂，同庆建军节。

座谈会上，三江监狱党委副书记、
政委彭顺龙代表监狱党委向转业复员

军人和现役军人的家属表示祝贺和慰
问， 并对大家多年来在维护监管安全
稳定、 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等各项工作
的付出表示感谢。 他还向转业复员军
人提出新的要求，希望大家紧跟形势，
践行“三严三实”，不断提高能力素质，
争当监管教育改造工作的标兵。

该监狱党委书记、 监狱长麦吉松

以一名转业干部的身份， 结合监狱工
作和队伍建设工作实际， 畅谈了自己
的感想。 同时麦吉松要求所有转业复
员军人服从大局， 严守纪律， 完善自
我，树好形象，多做贡献。

与会的转业军人纷纷表示一定要
继续保持和发扬部队光荣传统， 以更
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做好工作。

省三江监狱召开庆祝“八一”建军节座谈会

50多名转业复员军人欢聚一堂

文昌法院组织军转干部到
月亮湾参观

给军转干部送关爱

本报讯（记者李松梅 陈超超）7月
30日，由海口市普法办主任、市司法局
局长淡利锋带队的“六五”普法检查组
到秀英区检查指导“六五”普法工作。

汇报会上，海口市“六五”普法检查
组副组长、市依法治市办专职副主任陆
礼宽部署总结“六五”普法验收工作；秀
英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晓龙代表
区委、区政府，向市检查组汇报秀英区
“六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据了解 ， “六五 ”普法期间 ，秀英
区扎实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涌现
出了一批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获得
四项全国荣誉 。 其中 ，秀英区法院被
授予 “全国模范法院 ”荣誉称号 、石山
司法所被授予 “全国模范司法所 ”荣

誉称号 、东山司法所被授予 “全国法
律援助工作先进集体 ”、 石山司法所
所长李晶被授予 “全国模范司法所
长”荣誉称号。

秀英区率先在全省建立刑满释放
社 区 矫 正 人 员 过 渡 性 安 置 帮 教 基
地———曙光之家。 5年来，共发放法制宣
传资料36万多份， 赠送法律知识手册
6.5万多份， 解答群众法律咨询20000多
人次，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

检查组对秀英区“六五”普法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认为秀英区有针对性的
开展普法教育，领导重视、形式多样。尤
其是对青少年学生方面的普法、对问题
未成年人关护、以及“以案说法”的宣传
方式成效明显。

海口秀英区“六五”普法工作获检查组肯定

获4项全国荣誉
发放资料36万份

路遇斗殴当场制止
受伤仍抓歹徒不放

省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林健：“路见不平勇于
站出，坏人才会越来越少”

本报记者陈敏

本报讯（通讯员刘裔绮）日前，省检
一分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认真传达学
习省委六届八次全会和省委书记罗保
铭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检察工作实际
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该院要求全院干警要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 ，围绕大
局抓好司法体制改革 ，履行好检察工

作职责 ，为海南科学发展 、绿色崛起 、
全面建设国际旅游岛提供有力的司
法保障 。 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新常
态 ；要积极稳妥抓好司法体制改革任
务的落实 ；要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
讼制度改革 ； 要抓好司法办案工作 。
更加注重办案力度 、办案质量 、办案
安全的有机统一。

省检一分院学习贯彻省委六届八次全会精神要求

抓好司改履行检察职责
政法干警迎“八一”

昌江警地共庆“八一”

翰墨飘香警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