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陈启杰 通讯员曾群
飞 张军锋）10月13日，东方支队八所港
边防派出所成功劝投1名网上在逃人
员， 这是该派出所继10月6日抓获1名
“网逃”后在追逃工作上的又一战果。随
着这2名嫌疑人的落网，2起时隔半年时
间的故意伤害案也应声告破。

据了解，10月13日上午12时许 ，八
所港边防派出所通过多次走访做工作，
成功劝投网上在逃人员林某，破获一起
发生在3月份的故意伤害案。 今年3月6
日23时许，被害人符某与其朋友到东方
市新港某酒吧喝酒。 期间，与犯罪嫌疑

人林某发生纠纷， 符某走出酒吧时，被
林某用钢管追打， 致头部和腰部受伤，
经鉴定伤情程度达轻伤级别。

随后，派出所依法将该案犯罪嫌疑
人林某上网追逃，并多次联系林某家属
展开劝投工作。经过派出所民警长期不
懈地走访劝说，13日上午， 林某终于主
动到八所港边防派出所投案自首。

据介绍，除了13日劝投一名“网逃”
外， 八所港边防派出所还通过走访摸
排，于10月6日将另一名“网逃”张某擒
获， 破获了一起同为今年3月份发生的
殴打他人致轻伤故意伤害案。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特约记者陈
文杰 通讯员殷丽超）10月16日， 海口
市美兰区检察院分别召开入员额检察
官、检察官助理座谈会，面对面倾听干
警在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工作过程中
的感受体会、困难顾虑和工作建议，该
院领导班子、 全体入额检察官和检察
官助理分别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 ，6名检察官和7名检察
官助理代表分别畅谈了对司法责任制
改革的认识， 以及岗位角色对独立精
神和担当意识的考验与挑战。 他们纷
纷表示将服从组织安排， 既心怀梦想

又找准定位， 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和
恪守检察职业操守， 在办案实践中锤
炼自身的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 扎实
做好本职工作。

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 检察长郭
慧丽对大家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殷切希
望。 她指出，作为我省第一批入额检察
官， 要在新的征途上继续发扬务实拼
搏的工作作风， 坚定不移地推进各项
司法改革任务落实。 要练就过硬本领，
努力成为法律实务专家， 在各项工作
中做出表率， 以改革正能量带动和影
响周围的干警，强化办案合力，坚守办

案质量、安全和廉洁三条底线，增强司
法公信力。

郭慧丽对检察官助理提出殷切
希望， 检察事业薪火相传关键在人 ，
要正确认识改革 、摆正心态 ，检察官
助理是检察官的后备军，司法改革为
检察官助理预留了晋升渠道和发展
空间 ，大家要练好 “内功 ”，从现在起
自觉把工作标准和行为守则与检察
官的身份匹配起来，从严从高要求自
己 ，以积极的工作态度 、良好的业务
素质和稳健的工作作风辅助检察官
办好案。

海口美兰检察院要求入额检察官、检察官助理

练就过硬本领强化办案合力

本报讯（通讯员杨翘名 记者李松
梅）近日，经海口市检察院研究决定，将
全市检察机关以无逮捕必要不批准逮
捕的涉罪未成年人，纳入秀英区检察院
未成年人观护站统一开展观护试点工
作。 此项工作是秀英区院继2014年12月
8日将附条件不起诉的涉罪未成年人纳
入观护站观护帮教后的又一创举。该项
工作的深入开展，旨在推进对涉罪未成
年人权益保护，最大限度的挽救涉罪未
成年人，全面构建捕诉监防一体化的工

作模式， 实现对涉罪未成年人教育、感
化、挽救的无缝衔接。

秀英区检察院未成年人观护站主
要针对无逮捕必要不批准逮捕的观护
对象，进行个案情况跟踪。 通过以联系、
追踪等方式掌握人员动向，了解有无违
反规定或者存在不到案等其他诉讼风
险，适时向各办案单位反馈，同时对观
护对象开展必要的观护帮教。 对存在比
较严重问题的观护对象，观护站可结合
实际对其开展必要的帮教和心理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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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马佳佳）为保障新时
期“三农”和扶贫工作政策措施得到有效
落实，日前，根据最高检、省检察院的统
一部署， 省检一分院正式启动集中惩治
和预防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工作。 此
次专项工作为期2年，将集中查办一批影
响惠农和扶贫政策落实， 损害农民群众
利益的贪污贿赂、 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
案件。同时大力开展涉农职务犯罪预防，
积极推动涉农惠民和扶贫资金管理制

度、监督机制的健全完善。
为增强惩治的针对性， 该院将重点

查办以下几类案件： 涉农和扶贫职能部
门、 乡镇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村级 “两
委”干部、村民小组长、会计等农村基层
组织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 支农惠农和
扶贫资金、专项补贴的项目申报、审核审
批、发放管理、检查验收、项目实施等环
节的职务犯罪案件；支农惠农财政补贴、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事业领域、

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的贿选、 破坏选举
等职务犯罪案件。

在工作中， 该院将优先查办三类职
务犯罪案件，即犯罪金额巨大、损失严重
的职务犯罪案件；犯罪金额虽不大，但情
节恶劣、涉及面广、危害利益众多，易诱
发群体性事件、 影响农村和谐稳定的职
务犯罪案件； 惠农扶贫资金审核管理发
放或项目审批过程中发生的优亲厚友、
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严重不作为、玩忽

职守，导致资金被挪用、骗取、套取、挥霍
等渎职犯罪案件。

在惩治的同时， 该院还将深入开展
预防职务犯罪活动： 建立与涉农和扶贫
相关部门工作联系机制，对涉农资金、扶
贫开发和农村社会治理的重点领域、重
点项目、 重点环节的信息进行摸底并建
立台账；开展以“惩治和预防涉农扶贫领
域职务犯罪” 为主题的举报宣传周和设
点接访活动等。

省检一分院用2年集中惩治和预防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

紧盯重点人群及审批环节

开工仪式 记者蒙职宇 摄

本报讯（记者蒙职宇）10月18日
上午 ，海口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帮
扶博爱村建水井水塔 举 行 开 工 仪
式 ，为琼山区红旗镇龙源村委会博
爱村村民解决生活用水难题 。

据博爱村村民介绍 ， 博爱村共
有 42户 、226人 ， 生 活 条 件 十 分 艰

辛 ，生活用水都是使用以前老一辈
打下的唯一水井 ， 水流量比较小 ，
根本无法解决全村生活用水问题 。
今年开发区分局领导通过几次走访
了解 ，得知博爱村村民只能徒步到
村里唯一的古井取水 ，为了解决该
难题 ，该局决定携手相关企业为博

爱村建一处水塔 ， 解决村民生活用
水难题 。 据了解 ， 琼山区红旗镇博
爱村是海口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扶
贫对象 ， 去年开发区分局携手相关
企业为博爱村建设太阳能 ， 今年再
次为博爱村建设水塔 ，进一步解决
村民生活困难 。

海口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帮扶博爱村建水塔

解决村民用水难题

本报讯（记者张英 丁平 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兰）近日，海口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琼山大队民警在巡逻执
勤时，遇到路边一辆微型面包车起火自
燃，由于处置及时得当，几分钟后火被
成功扑灭，没有造成太大损失。

10月14日上午9时， 琼山大队五中
队民警张少宏带领协警邢增辉、 林书
伟、符致远，像往常一样在龙昆南路巡
逻执勤， 当巡逻至汇隆广场路段时，发

现一辆微型面包车停放在路边，车窗缝
隙冒出缕缕白烟，车内没有人。 “车辆可
能发生自燃。 ”民警张少宏根据经验作
出判断，当时正值交通高峰期，车流量
大，必须马上灭火，避免车辆爆炸，危及
道路交通安全。 4人分别站在车辆前后
进行现场维护， 一边向过往车辆预警，
并指挥同向行驶车辆绕行避开失火现
场，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一边帮助司
机将车内的货物搬下来放在安全地带，

避免烧坏。 中队长梁庚平得知情况后，
也迅速赶到现场。 由于车上没有配备灭
火器， 梁庚平便向沿街商铺借来灭火
器，不顾危险上前灭火，由于处置及时
得当，几分钟后火被成功扑灭，没有造
成太大损失。 火被扑灭后，中队长梁庚
平悉心安慰当事人，与队员们一同将车
辆推移至不影响交通的地方停放。 由于
转移及时，车辆内货物基本完好，司机
对海口公安交警的援助表示由衷感谢。

海口交警路遇一面包车起火自燃

及时处置快速灭火获点赞

三亚市检察院狠抓规范
司法行为专项整治

巡查督察25次
纠正6方面问题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聂建

明 张映忠）为进一步规范两级检察院
司法行为， 三亚市检察院监察处按照
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活动工作方案
和三亚市检察机关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两个责任的实施办法有关要求， 围绕
专项整治工作目标任务， 明确监督重
点，切实履职尽责。

开展阶段督察。 该院监察处采取
定期督察和不定时检查、 专项督察和
联合检查相结合的方式， 督促各部门
按时完成各阶段任务。 共计巡查督察
25次，发现6方面问题及时给予纠正。

进行重点督察。 按照突出整治八
个方面的问题， 重点检查职务犯罪侦
查、侦查监督、公诉、民行检察、控告申
诉检察等部门和环节， 查摆问题是否
客观、整改落实是否到位。 结合相关规
定深入开展专项督察、 个案检查等活
动， 及时发现并纠正执法办案中存在
的办案程序不严格、 涉案款物管理不
到位等司法不规范的问题。

认真查摆问题。 敢于认真查摆纠
正自身存在的监督不严格、 工作不主
动、检容风纪、上下班纪律监督力度不
大的问题。

加强廉政教育。 通过组织开展理
想信念教育、 典型示范教育和岗位廉
政教育等活动， 有针对性地抓好监督
防范工作。

我宣誓:公正司法廉洁司法
省一中院、省二中院分别组织新入额法官集体宣誓

省二中院新入额法官宣誓现场 薛逢侠 摄

本报讯（记者陈敏 见习记者肖
瀚 通讯员刘佳 曾祥光 张丽华 王
亚二 王盛）“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官 ，我宣誓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忠
于宪法和法律 ， 忠实履行法官职责 ，
恪守法官职业道德 ，遵守法官行为规
范 ，公正司法 ，廉洁司法 ，为民司法 ，
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奋斗 ！ ”铿锵
有力的声音 ， 久久在审判庭大厅回
响。 10月16日下午 ，省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新入额的84名法官 ，在领誓人的
带领下，身着法袍，紧握右拳 ，面向鲜
红的国旗庄严宣誓。

按照我省法院司法体制试点改革
要求， 经省法官遴选委员会审查并表
决通过及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
会议表决任命， 省一中院机关的84名
法官进入员额。 集中组织入额法官集
体宣誓， 旨在进一步激发全体法官忠
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意识 ，时
刻牢记自己对五星红旗作出的庄严承
诺，更好地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

省一中院院长陈启明在宣誓仪式
上表示，作为一名新时期的人民法官，
一定要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
有责，心中有戒。 坚持党的领导，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人
民法官必须具备的政治素养。 要始终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理念， 人民法官
要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强
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 ，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
到公平正义。 必须通过严格司法、公正
司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里， 确保国家的司法权力按照法
官权限和程序来行使，勤奋努力工作，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另悉，10月16日上午9时整，雄壮的
国歌在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综合
楼前奏响， 该院首批入额法官集体宣
誓仪式准时开始。 迎着初升的太阳，新
入额的63名法官身着法袍、面向国旗、
举起右手， 在副院长张柏桢的带领下
宣誓。

党组书记、 院长王萍在宣誓仪式
上向全体法官提出4点要求：要谨记誓
言，坚定理想信念 ；要加强学习 ，提升
司法水平，确保审判质量和效率；要廉
洁自律、恪守行为规范。 驰而不息纠正
“四风问题”，切实肩负起伸张正义，惩
恶扬善的职责；要敢于担当、确保完成
审判任务。 在案件大幅上升，结案压力
增大的情况下，该院今年1-9月份的结
案率比全省法院高出11个百分点 ，是
全体干警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们要在
第四季度集中精力完成好全年的审判
任务，真正体现司法改革的成果。

海南司法体制改革进行时

海口秀英检察院未成年人观护站纳入无逮捕必
要不批准逮捕的涉罪未成年人

扩大观护对象范围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麦文耀 通
讯员王水龙）近日，儋州市检察院雅星
检察室针对辖区内非法盗采河砂问题
较为突出的情况， 专门组织干警对辖
区雅星镇、大成镇、海头镇及国营八一
总厂和西培农场河流流域进行实地走
访调查。

经过为期一周的调查， 雅星检察室
共发现采砂场20家， 其中有经营许可证

的仅有1家，目前已有13家非法采砂场停
止了采砂作业，但仍有6家在非法作业。

下一步， 雅星检察室将根据调查
情况， 积极协同院相关部门依法督促
儋州市农委、市国土局、市公安局等部
门加大对非法采砂行为的打击力度 ，
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
任，震慑违法犯罪行为，杜绝非法采砂
现象的发生。

儋州雅星检察室调查非法采砂情况，将督促有关部门

加大力度打击非法采砂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麦文耀）洋浦
第二原水管线工程是我省重点工程，是
解决洋浦居民及区内企业供水，满足洋
浦开发建设用水需求的市政基础建设项
目之一。 工程项目木棠段共计5.8公里。
自开工以来， 沿途木棠镇序吴村、 南边
村、春兰村、薛乐村等村庄部分村民以政
府支付征用土地的赔偿款太少为由，提
出各种无理的补偿要求， 多次到施工现
场干扰、阻挠，致使施工进度缓慢。

木棠派出所一方面积极配合木棠镇
政府与村民进行对话， 协调处理征地补
偿相关事宜； 另一方面组织民警深入到

项目建设的沿途村庄了解排查， 对涉及
的不稳定因素进行研判、报告。 儋州市局
党委决定由治安支队牵头组织， 从特警
支队、西联分局、八一分局等部门抽调警
力，在常务副局长李忠山的指挥下，全面
加强项目木棠段的全线治安保障工作。
从7月1日至10月9日，共出动警力1300余
人次， 全力维护洋浦第二原水管线工程
木棠镇序吴村至南边村约2公里的管道
铺设施工建设现场的社会治安。

截至目前， 木棠段5.8公里管道铺
设工程已全线竣工， 历经3个来月的治
安保障工作圆满完成。

洋浦第二原水管线工程木棠段全线竣工

警方圆满完成治安保障任务

2名在逃人员接连落网
东方八所港边防民警破获2起故意伤害案

本报讯（记者陈启杰 通讯员曾群
飞 张军锋）10月5日晚， 东方支队八所
港边防派出所查处一起非法限制人身
自由案，依法处理3名违法嫌疑人。

5日晚21时30分，因债务纠纷，违法
嫌疑人林某、张某、李某3人到东方市八
所镇丰收路，将正在打麻将娱乐的王女
士非法带到八所镇东港路某宾馆后面

私宅， 限制王女士的人身自由将近4个
小时。 在此过程中，张某用右手扇了王
女士一耳光，导致王女士轻微受伤。

据了解，林某等人之所以限制王女
士人身自由是因为一笔3万元的债务纠
纷。 八所港边防派出所分别予以林某、
李某5日治安拘留并处200元罚款的处
罚，处张某拘留10日并处200元罚款。

为3万元债务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4小时

东方警方拘留3人

案情传真

本报讯（记者陈敏 见习记者肖瀚
通讯员罗凤灵）昌江黎族自治县多名男
子结伙盗窃抢劫我省某金矿公司金矿
石。 日前，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
审裁定，维持昌江法院原判，分别判处
林某良有期徒刑10年、何某建有期徒刑
6年、刘某得有期徒刑4年6个月、何某明
有期徒刑3年6个月，梁某春和张某安均
判处有期徒刑1年且缓刑1年。

2014年1月7日至1月24日， 林某良
团伙经预谋先后两次到某金矿公司盗
窃金矿石。在接应同伙转移金矿石的过
程中，林某良、何某建2人拿棍子威胁该
公司值班守夜人员不让其报警。 随后，
该团伙将盗窃的金矿石运至梁某春在
昌江县开设的加工点自行加工，并将加
工所得的292克水银金和剩余的金矿砂
进行贩卖。事后，林某良等人均分赃款。

梁某春为林某良团伙和另一团伙
提供机器设备帮助加工盗窃的金矿石，
并收购加工金矿石留下的金矿砂，共价
值14970元。 张某安收购他人犯罪所得
的水银金两次，共价值59110元。

法院审理认为 ，林某良 、何某建2
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 。 刘某得 、
何某建、 何某明结伙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秘密窃取他人金矿石，其中刘某得
两次盗窃数额为67930元， 何某建、何
某明盗窃数额为58060元， 其3人的行
为均已构成盗窃罪。 梁某春明知所加
工的金矿石属犯罪所得而提供机器设
备帮助加工并收购金矿砂， 张某安明
知所收购的水银金属犯罪所得而两次
予以收购 ， 其2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遂依法作出上述
裁定。

昌江一团伙结伙盗抢金矿石
省二中院终审维持原判 6名被告人分别获刑

一轿车高速路上爆胎，
停在快车道被追尾

民警快速出警
妥善处置

本报讯（记者张英 丁平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兰）10月11日下
午16时许， 高速公路大队事故民警王
和胜等人接指挥中心报，在G98东线13
公里处发生1起两车追尾的事故，民警
王和胜等人迅速出警赶到事发地点。

经现场了解，一辆小轿车因爆胎
后无法行驶停在快车道上，由于未设
立任何警示标志，导致被后车追尾发
生交通事故。 由于事故地点位于高速
公路中间 ，过往的车辆速度快 ，为避
免发生二次事故，民警王和胜立即采
取措施 ，放置反光锥筒 、开启警灯和
“前方事故 ， 减速慢行 ”LED显示屏
等，提示过往车辆减速慢行。 在拍照
取证后，民警王和胜主动帮助车主将
爆胎的事故小轿车推到应急车道上，
确保了事故车辆和车主的安全，并快
速妥善处理该起事故，受到车主等人
的一致好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