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李文君）省纪委官
网12月30日消息，日前，省纪委对省检
察院移送的省第二卫生学校原校长王
祝谋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

经查，王祝谋严重违反廉洁纪律，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承揽等方面
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

王祝谋身为党员领导干部 ，严重

违反党的纪律，且党的十八大后仍不
收敛 、不收手 ，性质恶劣 ，情节严重 。
近日，海口中院对王祝谋受贿案一审
作出判决，判处王祝谋有期徒刑10年
6个月。 依据有关规定， 经省纪委常
委会和省监察厅厅长办公会议审议，
决定给予王祝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处分。

利用工程为人谋利受贿获刑
省第二卫校原校长王祝谋被“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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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报时间为每年1月1日至
6月30日，请各市场主体按时、如实
申报， 以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
“黑名单”。

工商部门温馨提示

小 启
因元旦放假 ，本报2016年1

月1日、2日休刊，4日正常出报。

本报编辑部

新华社北京 12 月 30 日电（记者韩
洁 仲蓓）《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
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 改进城市管理工
作的指导意见》近日印发，这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中央层面首次对城市管理执法工
作做出专项部署。

目前，我国有一半以上人口生活在城
市。城市环境好不好，城市竞争力高不高，
既要靠建设，更要靠管理。 管理工作跟不
上，城市功能和形象都会大打折扣。

随着我国开始进入城镇化较快发
展的中后期， 亟需解决城市管理的 “短
板”问题，如管理理念落后、法律法规不
健全、管理方式简单、服务意识不强、执

法行为粗放等困难和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将理顺

城市管理执法体制工作作为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提出
了新要求，作出了新部署。中央城市工作
会议也强调，抓城市工作，一定要抓住城
市管理和服务这个重点， 不断完善城市
管理和服务，彻底改变粗放型管理方式，
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 更舒
心、更美好。

深入推进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
理工作是一项战略性、全局性、系统性工
程，需要立足全面和长远统筹谋划。 意见
共 ８ 条、３６ 款，明确了深入推进执法体制

改革和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基
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并从理顺管理体制、
强化队伍建设、提高执法水平、完善城市
管理、创新治理方式、完善保障机制等方
面，系统提出了改革的主要任务和具体措
施，并部署了组织保障和落实机制。

根据部署，到 ２０１７ 年底，实现市、县
人民政府城市管理领域的机构综合设
置。 到 ２０２０ 年，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和标
准体系基本完善，执法体制基本理顺，机
构和队伍建设明显加强， 保障机制初步
完善，服务便民高效，现代城市治理体系
初步形成，城市管理效能大幅提高，人民
群众满意度显著提升。

12月21日，由三亚市检察院副检察
长马劲平主动认领任务， 亲自阅卷、提
审 ，并出庭公诉的周某涉嫌贩卖 、运输
毒品罪一案在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

3天前，12月18日， 三亚市城郊法院
集中开庭的4起简易案件全部由三亚市
城郊检察院检察官、 公诉人蒋海涛出庭
支持公诉，整个庭审时间仅用了1小时。

17天前，12月4日，国家宪法日，省检
察院举行了司法体制改革后首次检察官
集体宣誓仪式。 在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贾志鸿的带领下， 检察官们面对面
对国旗立下了铿锵誓言：“我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检察官，我宣誓：忠于国家、忠于
人民、忠于宪法和法律，忠实履行法律监
督职责，恪守检察职业道德，维护公平正
义，维护法制统一！ ”。

去年3月31日中央确定海南省为全
国首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省份。 今年1
月底 ， 全省检察机关全面启动司法体
制改革试点， 在选出796名入员额检察
官后 ，今年6月初全面推行司法责任制
改革 ， 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司法责任制
改革全省三级院全覆盖 。 目前其他各
项改革试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向前

推进中 ， 司法体制改革的阶段性成果
已初步显现。

副检察长亲自出庭公诉
根据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 ，

所有检察官资格的检察人员包括院领导
都需要亲自办案。

周某涉嫌贩卖、运输毒品罪一案，系
同案犯已判决、被告人潜逃后被抓获，存
在证据固定难、被告人不认罪等情况，且
涉案毒品数量大、 可能判处无期以上徒
刑。 此案移送审查起诉后，认真把握案件
关键， 深入分析证据疑点， 通过细心梳
理，列出补查提纲，完善了证据体系，达
到了证据确实充分的起诉标准。

庭审中， 马劲平副检察长当庭宣读
起诉书， 结合事实和法律与辩护人展开
辩论。 针对辩护意见， 及时总结辩论焦
点，牢牢掌握辩论主动权，紧扣事实，从
细节入手，用证据说话，指控周某贩卖、
运输毒品的犯罪事实，条理分明。 逻辑清
晰，论证严密，展现了一名优秀公诉人的
法律功底。 法庭对公诉机关的证据全部
采信，庭审取得良好效果。

在庭审后交流中， 当地法检两院主
要领导对马劲平副检察长亲自出庭公
诉、参与一线办案，给予了积极评价，并
认为当天庭审为今后两院领导亲自办案
提供了很好的尝试。 特别是案件辩护人
通过庭审也深感司法改革带来的巨大变
化，促使辩方积极适应刑事辩护工作。

一上午提起4起公诉案件
12月18日上午,被告人董某贩卖毒品

等4起案件在三亚市城郊法院开庭审理 ,
站在被告席上的4名被告人都是因为涉
嫌贩卖毒品罪被公诉。 这4起案件案情简
单 ,事实清楚 ,被告人都自愿认罪 ,因此该
院将4起案件同时向法院提起公诉。

“几个简易案件都能集中在一起开
庭,询问、质证、法庭辩论等环节得到了简
化。 跟过去相比,审理周期大幅缩短,不仅
提高了工作效率,也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做

好案件证据的审查和庭前工作准备。 ”三
亚市城郊检察院检察官、 公诉人蒋海涛
深有体会地说。

“案件集中出庭公诉后, 独任庭出庭
检察官一天内就能完成十多宗案件的开
庭任务 ,从而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重
大、 复杂案件的开庭准备及其它办案工
作上,增强了一线办案工作力量。 这样一
来不仅从根本上提高检察机关办案效率,
保证办案质量 ,节约司法资源 ,而且缓解
了‘案多人少’的压力,达到全程提速。 ”该
院有关负责人说。 （下转5版）

面对不断出现的磁条银行卡被克
隆盗刷问题， 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选
用芯片卡替代磁条银行卡， 以避免被
盗刷。

近日，海口市民刘阿姨、赵先生等
储户向本报记者反映， 他们在不同银
行换卡中出现要求收费和换号及不给
发票等问题。

换芯卡有银行收费有的免费
12月28日， 海口市民刘阿姨拿着

两张不同银行的收费单找到本报记
者，她说在不同银行换卡时，有的收费
有的不收费，觉得应该有个统一标准。

与刘阿姨有同样经历的市民赵先
生告诉记者， 他近日在工商银行的某
网点办理换卡业务，却被收取了5元手
续费。赵先生说，5元虽然不多，但觉得
银行不应该将成本转嫁给客户。

接到他们的投诉后， 本报记者12
月29日实地走访、拨打客服电话，了解
到目前中国银行、 中信银行、 农业银
行、邮政储蓄银行、建设银行5家银行
提供免费换芯片卡服务，而工商银行、
招商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4家银
行则收取5元工本费。

那么，同样是换芯片卡，为何银行
的收费却各不相同呢？工商银行的工作
人员表示，目前，根据相关的规定，金融
IC卡收费已经进行了下调， 但有的银

行免费，有的银行收费，是因为各个银
行的内部规定不同，免费的这些银行是
自己为顾客承担了换卡的成本。

换卡要换号给储户带来困扰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 除了收费标

准不同以外， 换芯片卡是否需要更换
卡号也给不少储户带来了困扰。

通过走访9家银行发现，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光大银行要“换卡又换号”。
其他7家虽支持“换卡不换号”的业务，
但这些银行都不能即时更换与原卡同
号的芯片卡， 需要一定的周期才能拿
到新卡， 如农业银行的制作周期为一
个月，中国银行为20天，建设银行为10
天。 此外，一些相对较老的卡、特殊的
卡则不支持该业务。 例如，招商银行的
客服告诉记者， 如果之前换卡次数超
过九次，卡号为8位数，卡号前六位为
622580、955550的任何一种情况都不
能保留原有卡号，必须换号，无论金卡
还是普通储蓄卡。 建设银行的工作人
员也告诉记者，4字开头的卡不能更换
为芯片卡。

“现在就在为是不是换卡而发
愁。 ” 市民李婆婆告诉记者，“银行卡除
了存钱取钱，还有绑定的贷款、股票、理
财等，如果换卡换号，就意味着要到很
多地方办理变更手续，而且自己年纪大
了，怕操作不好，养老的钱就没了！ ”

储户质疑银行收费不开发票
“换卡的工本费是否符合物价部

门的收费规定？ 当年办磁条银行卡我
已交10元费用，而且每年都有交年费，
为何现在银行要求更换芯片卡， 却要
让顾客来承担换卡的费用？ ” 赵先生
说，“为何银行收费后只是提供白条，
而不是税务发票。 现在就连停车都会
给发票的！ ”他质疑银行不开发票的行
为是否存在偷税漏税的可能。

针对市民赵先生的问题， 记者咨
询了海口市物价局与海口市地税局的
工作人员。

海口市物价局价格举报中心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对于服务价格，政
府现在已经放开， 由银行自行根据成
本定价，不需要通过物价局审批。 不过
银行应该在营业大厅公示收费标准或
者在办理业务前口头告知消费者。 ”

针对银行收取工本费不开发票问
题， 海口市地税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因银行管理等原因银行收取工本费
不开具发票问题在全国存在普遍性。 针
对类似问题，海口市地税局已向上级税
务机关进行反映，具体如何规范管理待
上级税务机关进一步明确后实施。 目前
对不按规定开具发票的纳税人，海口市
地税局将责令纳税人限期改正并依《发
票管理办法》进行相应处罚。

三亚公安局保港派出所
加大禁毒打击力度

2天抓获
8名涉毒人员
本报讯（记者刘少珠 张英）毒品是

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毒瘤”，三亚市公
安局保港派出所加大禁毒打击力度。 日
前，两天成功抓获8名涉毒人员。

12月25日9时30分许，该所民警在日
常巡逻中发现两名可疑男子， 巡逻民警
迅速上前将他们抓获。 经查，两名男子分
别叫麦某吉、周某固，后作尿检呈阳性。
当日10时30分许， 该所巡逻民警分别在
崖州区龙港居委会、盐灶村委会、港门市
场，抓获可疑人员邢某金、邓某伍、陈某
师，遂依法传唤回所内进行调查和尿检。
在证据面前， 三人对吸食毒品海洛因的
事实供认不讳。 12月28日10时左右，该所
民警巡逻时，发现两名神情呆滞的男子，
遂停车依法对二人进行盘问。 经查，该两
名男子分别叫陈某儒、 赖某伟， 有吸毒
史。 与此同时， 值班民警接到线人情报
称： 有人将在三亚市崖州区港门村沙场
附近交易毒品。 该所民警立即赶赴现场
勘查，同时便衣伏击在目标地附近。 当日
15时25分许，经过数个小时的守候，当场
抓获贩卖毒品人员陈某龙。 经讯问，陈某
龙对其贩卖毒品的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该8名涉毒人员已被公安机关
依法进行相应处罚。

万宁边防支队“飓风禁毒”
战果突出

破获贩毒案41宗
本报讯（通讯员李建龙 记者郭彦）

12月30日， 记者从万宁边防支队获悉，
2015年该支队经常性地开展全民禁毒宣
传活动，结合万宁市“飓风禁毒”专项行
动，全年破获贩毒案件41宗，抓获吸毒人
员259人，缴获各类毒品850.41克。成功破
获 “4.15”、“4.16”特大贩毒案 ，缴获各类
毒品699.74克，取得万宁市“飓风禁毒”行
动最突出战果。

本报讯（记者曹飏 通讯员谭菁
陈雄） 近日， 海口美兰区检察院与公
安、国土、环保、城管等部门联合执法，
成功监督查处两起破坏生态环境的行
政处罚案件。

12 月 18 日早上，美兰区检察院派
驻灵山检察室检察人员接到群众举报
称， 在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东湖村委
会的一处沙滩上， 有人违法私自开采
沙滩上的沙土， 导致该片区域形成大
面积的水洼地带。 9 点半左右，检察室
检察官通知东营边防派出所及国土美
兰执法大队，三方同时赶赴现场。 正在
挖沙作业的挖掘机司机见到执法人

员，当下弃车逃跑，联合执法人员现场
查扣一台挖掘机和两辆运砂车， 并将
挖掘机扣回停车点作进一步处罚。

在查处非法采砂现场 ，执法人员
发现不远处海南某运输有限公司的
两辆红色载重车正在倾泻建筑废弃
泥浆，泥浆直接排到挖沙造成的大坑
内 ，造成严重污染 ，邻近沙滩一片乌
黑。 灵山检察室检察官与东营边防派
出所民警合力拦截该车辆将其扣押 ，
并及时通知美兰区环保局和城管部
门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处理。 经现场取
证，由城管部门将两辆汽车查扣做进
一步处罚。

本报讯（通讯员霍前龙 记者李业
滨）12 月 30 日， 三亚中院对被告人林
某通、 陈某祥等 6 人犯盗窃罪一案作
出终审判决， 林某通等人采用在银行
门口蹲点方式，连续作案 15 起 ，各被
告人均被三亚中院终审判决判处刑
罚， 并判决退赔各被害人所被盗窃的
财物。 陈某祥还因在看守所羁押期间
殴打同监室在押人员， 被以故意伤害
罪在本案中一并判处刑罚。

6 名 被 告 人 于 2012 年 2 月 至
2013 年 4 月期间，二人或三人交叉结
伙在三亚市区各银行营业点附近蹲
点观察，当发现被害人到银行营业点

存款或取款，把现金放在电动车的后
备箱时 ，便尾随被害人 ，由一人或二
人驾驶摩托车故意阻挡被害人的去
路，迫使被害人停车或减速后，用“T”
型撬锁工具从被害人身后撬开后备
箱，盗走后备箱内的财物。6 名被告人
先后交叉结伙作案 15 起 ， 涉案财物
价值达 102.8662 万元。 三亚中院查明
15 起盗窃行为的犯罪事实后，林某通
等 3 人被判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
并处 4 万到 5 万元不等罚金 ；陈某祥
等 3 人被判处 2 年 5 个月到 7 年 5
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 3000 元到 2
万元不等罚金。

中央首次对城市管理执法工作进行综合部署

解决城市管理“短板”问题

2015年全省检察机关司法体制改革有条不紊向前推进，在全国率先实现司法责任
制改革全省三级院全覆盖

阶段成果显现 办案效率显升
本报记者曹飏

法法治治海海南南
2015·亮点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罗佳
吉承帅）近日，三亚警方经过长线经营，
破获2014年“10·13”涉烟网络犯罪团伙
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其中7名骨干
成员被依法刑事拘留，现场查获实物案
值和初步查明交易金额达2000余万元。

2014年10月初，三亚警方在侦破一
起公安部督办的贩卖假烟犯罪团伙案

件过程中，发现市内还有部分商铺销售
的香烟来源不明，且数量较大。

“我们立即对此情况进行了初查，
发现这是一个组织严密、 分工明确、作
案手段极为隐蔽、涉及海口、三亚、陵水
等市县的涉烟犯罪团伙。 ”经侦支队支
队长徐正武向记者透露。

2014年10月13日， 三亚警方在市烟

草专卖局配合下， 对该犯罪团伙进行了
长达一年多的秘密侦查， 在2015年12月
查明了该犯罪团伙的全部人员构成、层
级架构、组织分工和犯罪窝点。 12月24
日，专案组兵分三路，分赴海口、陵水、三
亚等地，分成7个抓捕和搜查小组，在该
犯罪团伙的主要窝点附近埋伏守候。
25日凌晨，7个抓捕和搜查小组同时行
动， 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 搜查仓
库、住所、经营场地18处，缴获中华、芙蓉
王、 红塔山、 红梅等30余种品牌卷烟
14076.8条，现货值204万元，缴获现金25
余万元， 现场查获实物案值和初步查明
交易金额达2000余万元。

三亚警方打掉一涉烟网络犯罪团伙

涉案金额2000余万

银行卡升级换芯片卡， 海口一些储户对部分银行换卡要
收费、换号还不开发票表示不满

银行卡换芯“挺闹心”
本报记者肖瀚 程敏 见习记者谭宇村

全省检察机关检察官选任考试现场 通讯员吴勇海 摄

海口市美兰区检察院与有关部门联合执法

查处2起破坏生态环境案

尾随取款人盗窃作案15起
6人犯盗窃罪被三亚中院分别判处刑罚

担任医院院长期间受贿
省卫计委审批办原主任陈维雄被“双开”

本报讯（通讯员李文君）省纪委官
网 12 月 30 日消息，日前，省纪委对省
人民检察院移送的省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行政审批办公室原主任陈维雄
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

经查， 陈维雄在担任省平山医院
院长期间，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在工程招投标、 医疗设备
采购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 收受财
物。 依据有关规定，经海南省纪委常委
会和省监察厅厅长办公会议审议 ，决
定给予陈维雄开除党籍、 行政开除处
分。 陈维雄涉嫌犯罪问题由司法机关
继续依法查处。

（详见 3 版）

陵水食药监局规范食品生产经营

取缔54家无证生产经营户

（详见 2 版）

白沙法官多次下乡逐户现场勘查

成功调解13宗建房纠纷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