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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嫌疑人李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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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检察院派驻乡镇检察室检察人员在涉农项目现场走访 本报记者曹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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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话忠诚履职
只闻其声的“平安天使”

———走进海口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接警员群体
（详见 3 版）

重点项目区域内打违不手软

海口美兰依法
拆除7宗违建

（详见 3 版）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1
月11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二十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 全面深化改革头3年是夯基垒
台、立柱架梁的3年，今年要力争把改革
的主体框架搭建起来。要牢牢扭住全面
深化改革各项目标， 落实主体责任，理
清责任链条，拧紧责任螺丝，提高履责

效能，打通关节、疏通堵点、激活全盘，
努力使各项改革都能落地生根。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面推进
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关于完善国
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 》、
《关于保护、奖励职务犯罪举报人的若
干规定 》、《关于开展承担行政职能事
业单位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 》、《科协
系统深化改革实施方案 》、《关于健全
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的

规定 》、《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
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

会议指出， 政务公开是建设法治政
府的一项重要制度。 要以制度安排把政
务公开贯穿政务运行全过程， 权力运行
到哪里，公开和监督就延伸到哪里。 会议
强调， 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
责任制，要落实“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
负责”的原则，构建职责明确、奖惩分明、
衔接配套、务实管用的领导责任体系。

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次会议上强
调，落实主体责任，理清责任链条，拧紧责任螺丝

努力使各项改革落地生根
会议指出政务公开是建设法治政府一项重要制度

蹊跷！ 实际建造瓜菜设施大棚面积
仅为 580 多亩 ，却测量为 1000 亩 ，并顺
利通过验收， 致使财政补贴资金 332 多
万元被骗取。

荒唐！ 村委会副书记、委员、经济社
社长各分得 4 只小猪，其他农户 2 户或 3
户才合领一只小猪。

这两起涉农项目职务犯罪案件查处
源于 2014 年 9 月起，省检察院与省发改
委、 省农业厅联合部署开展的涉农项目
职务犯罪专项预防工作。 专项预防工作
启动后全省检察机关查处了一批发生在
农民身边腐败犯罪， 彰显了检察机关能
够通过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当好涉农项
目资金的“看门人”和“守护神”。

2015 年 6 月， 涉农项目职务犯罪专
项预防工作推进会在陵水召开， 会议决
定 2015 年 6 月底结束的专项预防工作
延长到 2015 年年底，并进一步明确了各
方职责、工作重点。

省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贾志鸿
表示： 在全省开展涉农项目职务犯罪预
防工作中全省检察机关将对党委政府关
注，群众反映强烈，影响农村稳定的重大
案件严肃查处、严厉打击，形成震慑。 及
时追缴被侵吞和挪用的涉农项目资金，
及时发还给受害群众， 尽全力将国家和
人民群众的损失减少到最低。

冒领补贴 332 万多元
2015 年 4 月，儋州市审计局对 2011

年—2013 年财政补贴大棚资金审计发
现存在虚报冒领补贴资金现象。 同年 5
月 ，在市审计局的协助下 ，儋州市检察
院安排反渎部门提前介入 ， 对全市 24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的瓜菜大棚进行
逐一排查。

检察机关在排查中发现 ：2010 年 9

月 1 日， 儋州佳龙合作社与儋州市新州
镇新地村委会签订 《土地租赁承包合
同》，承租土地 584.04 亩，后该合作社法
定代表人李如原(另案处理)私自将其篡
改为 1183.14 亩，并向儋州市农委申报建
设 1000 亩瓜菜大棚，申请财政补贴资金
800 万元。

明明只有 584.04 亩， 为何摇身一变
成了 1000 亩？ 大棚整个批准建设、验收
等各个环节是如何通过的？ 经过检察机
关调查发现， 时任儋州市农委副主任兼
水务局局长符德壮， 在大棚项目中具体
负责的工作就是审核大棚验收相关材
料， 并在棚主提交的资金报账申报表上
签名作意见。 随着调查深入，符德壮一案
就此逐渐浮出水面：在申报过程中，符德
壮未认真审查建造大棚申报材料、 验收
材料等，未能发现大棚大量虚增的事实，

便审核签字予以通过， 致使儋州市财政
局按 1000 亩以每亩补贴资金 8000 元拨
付给佳龙合作社， 造成财政补贴资金被
骗 332 万多元。 日前，经儋州市检察院提
起公诉， 儋州市法院对符德壮一案做出
一审判决：以涉嫌玩忽职守罪、受贿罪判
处符德壮有期徒刑 12 年。

扶贫物资发放作假
陵水黎族自治县母爸村委会是一个

有着 5 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自然村，9 个经
济社，人口近 3000 人。 2013 年，陵水县扶
贫办共下拨四批扶贫物资给母爸村委
会。 但当地群众反映：母爸村委会发放扶
贫物资混乱。 陵水县检察院派驻新村检
察室接到反映后，通过座谈询问、实地查
看、核对登记、审查资料等方式进行了深
入调研。

核对发现 ，村委会 、经济社干部多
分多占扶贫物资最突出，村委会决定分
给每人 20 包化肥、2 只小猪和 1 笼黑鸡
苗 （50 只 ），单化肥一项 “两委 ”干部 13
人就多分了 260 包，占所有扶贫化肥的
7.3%。如村委会副书记胡发言就分得 20
余包化肥、委员胡兴旺分得 32 包化肥 ，
4 只小猪和 1 笼鸡苗等。上行下效，经济
社长也效法多分多占扶贫物资。 三社社
长胡振飞分得 4 只小猪 ，30 只鸡苗 ，而
该社其他农户才 3 户合领 1 只小猪 ，每
户 5 只鸡苗，陆田二社 3 名正副社长与
该社的两名村委会干部各分得 2 只小
猪， 而该社其他农户 2 户才合领 1 只 。
调查还发现，该村委会在发放扶贫物资
过程中还出现发放程序混乱，制表胡乱
编造 ，签名弄虚作假 ，数量随意填报现
象等问题。

2015 年 7 月， 陵水纪委对英州镇母
爸村党总支部书记胡发言等 9 人的违纪
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在 2013 年
度扶贫物资发放过程中， 胡发言等 9 名
村“两委”干部多占化肥、小猪、鸡苗等扶
贫物资价值 48690 元。 其行为已构成违
纪。 经陵水纪委常委会给予胡发言等 3
人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给予黄彬彬等 6
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所有多占扶贫物
资均已按原价退回。

财政补贴资金被追回
全省涉农项目职务犯罪专项预防工

作现场推进会后， 澄迈县检察院继续深
入推进涉农专项预防工作， 通过认真查
阅澄迈县大中型沼气综合利用工程建设
项目档案资料， 发现该项目业主单位将
本应由企业自筹的项目招投标费用和工
程监理费用以财政拨付的方式支付给企
业，造成不当发放财政资金 30.1 万元。发
现问题后， 以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业主
单位采取措施追回不当发放资金， 经过
检察机关和业主单位的努力， 向 8 个大
中型沼气项目不当发放的 30.1 万元资金
已全部追回。 （下转 4 版）

我省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能当好涉农项目资金“看门人”和“守护神”

从小猪小鸡查获一批作假村官
本报记者曹飏

法法治治海海南南
2015·亮点

本报讯（记者曹飏 通讯员林玥）
为保证全省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
统一、规范、有序推进，1 月 11 日，全省
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推进会在海
口召开。 会议标志着海南检察司法体
制改革经过一年的运行， 进入了一个
全新阶段， 全省检察机关即日起统一
执行 《海南省检察机关完善司法责任
制的实施意见》。

据了解，《意见》 是在最高人民检
察院 《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
制的若干意见》规定的原则框架内，结
合海南实际， 进一步具体细化了检察
官司法行为边界， 对健全司法办案组
织及运行机制、 健全检察委员会运行
机制、明确检察人员职责权限、健全检
察管理与监督机制、 严格司法责任认
定和追究等均做了明确详细规定。 《意
见》要求，推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检
察官必须在司法一线办案， 并对案件
质量终身负责。

《意见 》规定 ，建立与 “三级审批
制”有本质区别的分管副检察长、业务
部门负责人的监督把关机制。 分管副
检察长、 业务部门负责人在职权范围
内， 可以通过组织专项检查、 抽查案
件、听取案件汇报、旁听案件庭审、参
加或列席检察官联席会议、 运用统一
业务应用系统开展网上巡查、 建议检
察长更换案件承办人等方式加强对检
察官司法办案的监督制约。 《意见》明
确落实防止干扰办案的记录通报制
度。 在司法办案中，遇到通过各种关系
干扰司法办案， 直接或者间接打探案
情，或者为涉案人开脱、减轻责任，或
者非法干预、阻碍办案，或者提出不符
合办案规定的其他要求等情况时 ，应
当全面、如实记录，做到全程留痕，有
据可查。 《意见》严格规定了司法责任
认定和追究。 明确检察人员应当对其
履行检察职责的行为承担司法责任 ，
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海南省检察机关完善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施行

检察官终身负责办案质量

深夜时分，单身女性，苹果6S以上
手机……8起针对特定对象和目标、并
在特定时间作案的飞车抢夺案自2015
年12月底起， 相继发生在儋州市主城
区。 通过案件串并，儋州警方迅速锁定
一飞车抢夺团伙两名嫌疑人，并分别于
1月5日和6日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儋州警方表示，针对“两抢一盗”等
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侵犯人民群众财产
权益的暴力犯罪， 将保持高压严打态
势，绝不手软和松劲。

边走边玩手机被抢
1月1日晚，正值元旦，各种祝福通

过手机不断传递。 当晚10时，蔡女士手
持一部苹果6S手机走在儋州街头，手机
里不时收到祝福信息， 她便边看边回
复。 当她走到儋州市百盛金曲 KTV附
近路面时，一辆已悄然尾随跟踪的摩托
车从她身后驶来,坐在摩托车后座一男
子眨眼间抢走了她手中的苹果手机 。
“抢劫了！ ”当蔡女士大声呼救时，摩托
车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同样的抢劫手法和抢劫目标的飞
车抢夺案件还在短时间发生了数起，引

起了儋州警方的高度重视，儋州市委常
委、公安局长易向阳要求，要对近期发
生的“两抢”案件进行仔细梳理，有针对
性地开展打击。

抓获两名嫌疑人
通过警情分析研判， 案件串并，专

案组锁定了两名抢夺嫌疑人李某平、李
某官，掌握了两人的活动轨迹。 1月5日
上午10时至下午7时， 民警在那大镇伏
波路一宾馆蹲点却扑了空。于次日上午
10时， 将正在宾馆里熟睡的李某平抓
获。

民警通过侦查得知：李某官将会开
车从木棠镇前往那大镇该宾馆。便调派
12名便衣民警，在木棠镇设下埋伏。 当
天12时，李某官驾驶轿车从木棠镇出发
前往那大镇，民警一路跟随。

“嫌疑人在到达那大镇后并未直
接到宾馆，为掩人耳目，他又驱车在那
大城区绕了两圈。 ”1月8日上午，刑警
支队便衣大队韩警官介绍， 李某官的
反侦查能力很强。 “他的警惕性很高，
车速忽快忽慢，为避免引起他的注意，
我们只好分组进行跟踪。 当时正是学
生放学高峰期 ， 给追踪带来一定难
度。 ”韩警官说。 最终在宾馆门口，李
某官熄火停车的一刹那， 抓捕小组迅
速冲上前将其制服。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李某平、李某
官交代了2015年12月份至今在那大城
区飞车抢夺8宗案件的犯罪事实。 警方
现已追回被抢苹果手机两部。

专盯单身女性作案
“他们往往是团伙配合作案， 一人

负责骑重型摩托车， 一人负责伸手抢

夺。 他们先是瞄准目标，发现机会比较
大的，尾随几十米后一轰油门冲上前实
施抢夺。 ”儋州市刑警支队刑事侦查二
大队周警官告诉记者，该飞车抢夺犯罪
团伙确定的有3人，目前只抓获两人，还
有一人在逃。

周警官说，该系列抢劫、抢夺案件
的作案时间集中在晚上10时至凌晨3
时， 主要财物目标是苹果6S等高端手
机，受害人一般是走在路上或坐在拉客
摩托车上玩手机的独身女性，且手机拿
在道路的外侧。 “嫌疑人骑的是仿五羊
本田（幻影）摩托车，电动车和载客三轮
车根本没办法追赶。 ”

专门打击防控“两抢”
据儋州警方介绍，2015年初， 针对

儋州那大城区“两抢一盗”案件多发的
治安形势， 儋州市公安局于当年1月成
立了刑警支队便衣大队，并侦破一批有
重大影响案件。

2015年3月易向阳到任后， 狠抓群
众关注的“两抢”问题，以高压严打多发
性侵财犯罪为目标，并由儋州市刑警支
队牵头制定方案， 启动扁平化指挥调
度、控案责任、绩效考核等七大机制，制
定了打击防控“两抢”考核办法。在儋州
警方的努力下，2015年4月份开始，儋州
市“两抢”案件大幅度下降，零发案天数
不断突破，仅2015年12月“两抢”案件就
实现了18天零接报，创造了稳定的社会
治安环境。自开展打击“两抢”犯罪专项
以来，警方共抓获“两抢”嫌疑人214人，
其中刑拘177人，行政拘留4人，打掉“两
抢”团伙42个，破获“两抢”案件272起，
2015年受理“两抢”案件同比2014年减
少42.3%。

儋州警方打掉一作案8起抢夺团伙

飞车团伙专抢单身女性
本报记者曹飏 刘少珠 麦文耀 林鸿河

本报讯（记者郑甜 通讯员王俊
大）1 月 8 日晚， 昌江禁毒宣传文艺晚
会走进 21 年无毒昌化边防辖区，以进
一步加大禁毒宣传教育力度， 增强全
民禁毒意识， 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禁毒斗争。

该场晚会运用歌舞、小品等节目，
通过感人的故事、励志的歌曲、视觉震
撼及个性化的表现方式教育启迪人
们，弘扬法治文化，让人民群众进一步
认清毒品的危害，明辨是非美丑，让庄
严的法律条文形象化、生活化，得到群

众一致好评。
据了解， 昌化镇坐落于昌江黎族

自治县昌化江畔。 该镇边防辖区不仅
有自然风光优美的棋子湾， 更以良好
的治安环境、 纯朴的乡风民俗赢得了
“世外桃源、无毒净土”的美誉。

本报讯（记者刘少珠 张英）日
前， 临高县和舍派出所迅速出击 ，成
功查获一宗贩毒案件， 抓获吸毒 、贩
毒人员 3 名。

1 月 6 日 17 时，该所接到线报 :和
舍镇和益街的罗某彪有可能在家中从
事贩卖毒品活动。 接报后，所长倪文俊
立即组织民警制定抓捕方案。 为避免
引起注意， 民警便衣赶往罗某彪居住
地附近守候。 当时罗某彪家大门紧闭，
民警无法进入屋内。 为了确保万无一
失，民警隐蔽在车上，对罗某彪所居住
的房子结构、 地理位置及如何进入抓
捕等因素再进一步作现场分析。 待罗
某彪的母亲从外面返回家打开大门

时，民警一拥而入，将正在罗某彪家吸
食毒品的罗某彪（系复吸人员 ）、江某
连和黄某江抓获， 缴获 3 个用塑料矿
泉水瓶自制的吸食毒品工具“冰壶”及
毒品。 民警对 3 人进行尿液检测，发现
其尿液检测结果呈阳性， 证实 3 人吸
食毒品。

经审讯， 罗某彪对其贩卖毒品的
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江某连、黄某
江也如实交代了其吸食毒品的事实 。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经审讯， 罗某彪对其贩卖毒品的
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江某连、黄某
江也如实交代了其吸食毒品的事实 。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琼中森林警方根据线索

破获一特大
滥伐林木案
本报讯（记者刘毓安 特约记者吴

海青 通讯员苏哲娥）日前 ，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森林公安局在打击破坏森
林和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行动中 ，
根据长征农场太平护林队员巡山发现
提供的毁林情况， 破获一宗特大滥伐
林木刑事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一名。

2015年12月7日， 琼中林业局移送
一起毁林案件： 长征农场太平护林队
员在巡山时发现有人在未办理林木采
伐许可证的情况下， 采伐公益林389号
小班旁的马占相思树，要求派员查处。
县森林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会同林业
技术人员赶赴现场展开调查。 经鉴定，
毁林面积33.4亩，被伐马占相思活立木
蓄积量195.23立方米， 出材量158.14立
方米，立为特大滥伐林木案侦查。

犯罪嫌疑人案发后闻风而逃。 鉴
于该案毁林情况严重，社会影响大，琼
中森林公安局高度重视， 经多方调查
取证，锁定吴某育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慑于法律压力， 吴某育于今年1月3日
向该局投案自首。

目前， 吴某育因涉嫌滥伐林木已
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陵水去年处分
58名干部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董林 通讯员
陈明斌）2015 年，陵水县纪委监察局坚
持抓早抓小，快查快结、集中力量查清
主要违纪事实， 共立案审查违纪案件
50 件， 结案 48 件, 收缴违纪款 568.67
万元，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58 人，移送司
法机关 5 人。

全面推进禁毒人民战争

昌江县禁毒宣传文艺晚会

走进21年“无毒净土”昌化镇

临高警方破获一宗贩毒案
抓获3名涉毒人员

（详见 2 版）

乐东法院2015年牢牢把握司法为民主线

发放困难申请执行人41万救助款

（详见 2 版）

海口琼山警方“雷鸣”行动战果显著

破获“两抢一盗”案件61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