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市民王女士没有想到，因为居住的
永秀小区位置较偏远，无公交车到达，出行
不方便，在她通过网上问政平台反映问题
后，很快就得到解决，三条公交线路通往永
秀小区。“网上问政省力省心，工作效率特别
高，我非常满意！”她说。

王女士的经历是近年来海口市信访工
作创新成果的一个缩影。2012 年 7 月，海口
市信访局开始推行“网络问政”，简政惠民，
打造 24 小时“不打烊”的“网上信访局”，近年
来，受理的民意诉求事项全部实现网上统一
流转，办理流程和结果均可在线查询、跟踪、
督办及评价。

如今，在海口，群众表达诉求只要点击鼠
标，不出家门就可以将问题反映到相关部门，

并得到相应回复，使诉求事项办理更加方便、

阳光、高效。随着“网上问政”平台的深入推

进，群众通过网络反映诉求成为新常态。

“鼠标”轻轻一点群众少跑腿

8 月 17 日上午 10 时，海口市信访局一派

繁忙，工作人员小余正坐在电脑前点击“网

络问政”平台，认真查阅网友来信。

“电动车刚买不到半年，就被告知不能上

牌，因为不在目录里，这个目录合理吗？”海口

市民李女士发来一封诉求信。连日来电动车

上牌是市民反映最多的问题，小余看完后，立
刻将这封信转发给相关部门受理。从查看核
实到转交，整个网络接访过程不到1分钟。

“‘网络问政’平台的设立，给信访工作
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余告诉记者，

“网上问政”降低了群众诉求成本，减少了群
众路途奔波之苦，足不出户发一封电子信
件，即可向市长或相关部门反映诉求，省时
省力、快捷高效。

群众如何通过“网络问政”反映诉求？
小余向记者演示了“网络问政”流程：“群众
可通过海口政府门户网进入‘网络问政’窗

口，然后点击‘有话对市长说’或‘对话部门’

反映问题。”小余表示，群众反映问题后可通

过‘信件查询’对自己反映的诉求处理进展

实时跟踪查看。此外，群众还可通过海口网

问政窗口以及南海网问政窗口反映诉求。

小余告诉记者，信访局签收群众的网上

信件后，对来信进行审核，然后将有效信件

实时分派给相关职能部门，并督促职能部门

快速调查处理，并作出处理意见，及时将办

理结果告知群众。

“登陆门户网站，鼠标在‘网络问政’频

道上轻轻一点，‘对话部门’‘网上信访大厅’

‘信件查询’等栏目跃然网上。”海口信访局
网信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这里，市民
可向 138 家职能部门提交咨询、建议、意见和
投诉等，而相关部门的回复、落实情况也一

目了然。

将问题化解在源头解决在当地

“政府是否解决一下停车位紧张的问
题？”“龙昆南路面前坡段人行道是否可绿
化？”……记者看到，在信访局的电子邮箱
里，每日留言不断，交通、绿化、教育等各方
面的问题一一呈现。

2012 年以来，海口深入推进信访工作制
度改革，“网络问政”平台推行以来，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服务理念，通过主动倾听民声，
促进民生问题得到改善，解决大量占道经
营、噪声扰民、环境卫生、违规搭建、住房与
房地产、教育等民生热点、难点问题。

网友谢先生住在秀英区，但又特别喜欢
去省图书馆看书、找资料，但图书馆位于国
兴大道，对谢先生来说路程稍远。今年 7 月，
抱着试一试的心理，谢先生通过“网络问政”
给信访局留言，反映自己遇到的难题。7 月

12 日，信访局第一时间联系秀英区政府，并
发布秀英区政府回复：“秀英区已经建成图
书馆及文化馆，是全省唯一具备两馆的区级
单位。谢先生没有获悉秀英图书馆开馆信
息，秀英区经反思宣传力度较弱，区文旅局
将加大宣传力度，做好两馆免费开放活动，
力争以活动带动公众的认知度。”

上网反映问题，通过“网络问政”平台得
到了及时全面回复，谢先生不禁为信访局推
行的简政惠民政策竖起大拇指。

“以前，人工和邮寄诉求不仅费时费力，
还容易造成来信丢失，现在，网络更方便更
快捷。”海口信访局网信处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网络问政”平台是信息化条件下信访
业务新的实现方式，能将问题更好地化解在
源头、解决在当地。

网上24小时接访在线交办

今年 3 月 14 日 18 时，市民冯先生进入
“网络问政”求助，称龙昆下村幼儿园噪声长
期干扰居民生活，希望有关部门协调处理。

海口信访局接到投诉信件后，立刻发函
龙华区教育局，龙华区教育局立即派员到现
场调查。经了解，每天幼儿园入园、离园和
户外活动时都会发出较大声响，影响周边居
民正常生活。经沟通，龙华区教育局工作人
员要求幼儿园多考虑周边居民生活的实际
情况，尽最大努力控制声响。3 月 16 日，龙
华区教育局主动与冯先生联系并反馈处理
结果。冯先生称，当天下午幼儿园已停止使
用喇叭，从网上投诉到问题得到解决，仅用
了 1 天时间，于是在网上评价系统里写道：

“效率很高，你们真是把工作做到家了！”
“我们在网上全天候接访，把每一条信件

当作是一个来访对象同等对待，24 小时及时
回复，把问题具体到责任单位，使群众反映的
问题不落空。”海口信访局网信处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以往工作人员只能在工作日转办
群众诉求，如今，即便是下班时间，工作人员
也可以通过网络把群众诉求一一转办。

（详见2版）

文昌法院促 3宗拖欠工人经济
补偿金案执行和解

3当事人拿到4.4万补偿金

（详见3版）

文昌一木材厂股东打电话叫数十人
到对方单位打砸伤人被判缓刑

涉案人员获轻判检方提起抗诉

（详见4版）

省食药监局专项整治监管人员“吃拿卡要”

商家可举报
索要烟酒等5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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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Z 本报记者走基层
————看落实看落实 见行动见行动

海口信访局工作人员在海口信访局工作人员在““网络问政网络问政””平台查看群众信件平台查看群众信件

夜查现场夜查现场 通讯员梁定奇 摄

澄迈法官巧化解一起邻里交通
事故纠纷

3.7万赔偿款当场支付
本报讯（记者王季 通讯员林海宁）8 月 18 日，澄迈法院

法官经第 2 次开庭，当庭成功调解一起邻里交通事故纠纷，
被告当场支付全部赔偿款 37000 元，当事人握手言和。

据了解，87 岁的原告王某学与被告王某霞系邻居，2016
年 6 月 21 日 20 时，王某霞驾驶一辆无号牌二轮电动车刮碰
到正在过马路的王某学，造成王某学右腿骨折。事故发生
后，双方鉴于邻居关系，认为可以协商解决，所以未在事发当
时报案。王某学被送到医院后，王某霞支付了部分医疗费。
后来双方经多次协商，未能就赔偿数额达成一致，王某霞报
警，澄迈交警大队作出双方承担事故同等责任的认定书并主
持调解，但双方就赔偿数额无法达成一致，于是王某学诉至
法院，请求王某霞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等各种经
济损失共计 6.6 万余元。经王某学申请，法院委托相关机构
进行司法鉴定，王某学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

受理该案后，鉴于双方当事人是邻里关系，本案历经双
方亲属、交警大队及司法所多次调解均无法就赔偿款达成共
识，承办法官认识到如果不能平和解决，只会令双方积怨更
深，不利于邻里和睦和社会稳定，应当努力引导双方当事人
以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

第一次庭审时，双方虽有调解意愿，但仍各持己见，不愿
过多让步，仍然无法达成一致。休庭后，承办法官继续对双
方当事人阐释法律规定，道出各方过错。经过不懈努力，终
于解开了当事人心结，双方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就赔偿款初
步达成一致。为快速审结该案，承办法官于第二天重新开庭
并主持调解，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逐步化解当事人积
怨，消除对抗情绪，最终达成调解协议，王某霞当场支付
37000 元赔偿款。

海口美兰法院法官助理到物业
纠纷巡回法庭开展工作

定期巡回解决纠纷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王倩）8 月 18 日上午，海口

美兰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陆晶晶、王佩杰前往世纪海岸、宝
安江南城、和风江岸 3 个物业纠纷巡回法庭巡回点开展巡回
工作，在世纪海岸小区对一宗物业纠纷进行了诉前调解。

据介绍，这起纠纷因业主家中被盗而引发。被盗业主冀
某某称，今年 4 月 7 日晚，窃贼锯开其家窗户，入户盗走价值
30 多万元的金银首饰，业主发现被盗后，当晚向红岛派出所
报警，目前案件尚在侦查中。而冀某某报称被盗时，小区因
建设垃圾屋，停用了楼下的监控摄像头。

冀某某认为，小区在停用监控摄像头期间未能及时补充
安保力量，使窃贼选择这栋楼实施盗窃；因监控摄像头停用，
案后公安机关只能通过小区外围的摄像头获取犯罪嫌疑人
的模糊影像，影响了警方的侦查和抓捕。因此物业未能尽到
应尽的安保义务和责任，应该对业主的损失给予一定赔偿。

小区物业则认为，平时小区内外都有安保队员定时巡
逻，小区修建垃圾屋期间也加强了对重点区域的定点巡逻；
据派出所侦查，小偷是从小区外围商铺进出，与小区内摄像
头的停用没有直接关系；冀某某几次提出的丢失金额不一
致，要求物业赔偿 15 万元的数额过大，希望在冀某某或派出
所能证明丢失财物总金额的前提下，双方再进行商谈。

陆晶晶在耐心听取案件细节、双方诉求、争议焦点后，
针对双方分歧较大的问题逐项释法析理，引导当事人加强
沟通交流，共同解决问题。终因双方分歧较大，无法达成
调解，但物业公司同意参照陆晶晶的调处方案，尽快进行
商讨并积极与冀某某进一步沟通，冀某某也表示愿意与物
业通过调解解决问题。

本次调处共持续了 2 个小时，物业公司、冀某某对美兰
法院在小区设巡回点、定期巡回解决纠纷的做法表示肯定。

本报讯（记者陈敏 肖瀚）海口市龙华区
卫生局原局长吴淑茂，利用职务便利，在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3 月期间，为行贿人在医疗
设备采购、医疗机构审批、经费拨付等方面给
予关照，收受贿赂共计 40 万元。近日，海口
龙华法院一审判决吴淑茂犯受贿罪，判处有
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20万元。

拿公共卫生经费“做人情”

2012 年，海口金山社区卫生服务站负责
人黄某为了获得更多公共卫生经费拨付，找
到时任龙华区卫生局局长的吴淑茂，反映服
务站服务人口太少，公共卫生经费拨付偏
少，希望增加辖区人口数量从而增加拨付金
额，吴淑茂于是帮黄某增加了 8000 人的常住
人口数，使区卫生局每年拨付金山社区卫生

服务站的经费增加 20 余万元。当年 10 月的
一天，黄某在吴淑茂办公室送上现金 2 万
元，2013 年 1 月，黄某又在某饭店包厢送给
吴淑茂现金 1 万元。

2012 年底，王某某为了在龙华内设立紫
荆花园社区卫生服务站，找到吴淑茂，希望
给予关照。吴淑茂召开局务会议后，审批同
意设立紫荆花园社区卫生服务站，并将相关
材料报海口市卫生局备案。王某某为了表
示感谢，于 2013 年 3 月在某停车场将现金 5
万元送给吴淑茂，半年后，王某某又在吴淑
茂的办公室送上现金 2 万元。

为医疗器械公司“开绿灯”

2013 年 7 月，江西某医疗器械公司驻海
口办事处代表万某某找到吴淑茂，希望在龙

华区卫生局的医疗设备招标采购中得到帮
助。吴淑茂在召开班子会议时，决定采购该

公司代理的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此后该公司
顺利中标。2013 年 11 月，万某某送给吴淑
茂现金 20 万元。

此外，海南某医疗器械公司代理的医疗器

械顺利中标，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某某为了感

谢吴淑茂在招标采购中给予的关照，于 2014

年春节前的一天送给吴淑茂现金10万元。

2016 年 8 月 29 日，吴淑茂主动向龙华区

检察院投案，并退赃 40 万元。

龙华法院一审认为，吴淑茂身为国家工

作人员，利用担任区卫生局局长的职务便

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贿赂共计 40

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遂依
法作出上述判决。

采购医疗设备收好处费
海口市龙华区卫生局原局长吴淑茂受贿40万一审获缓刑

本报讯（记者蒙职宇 通讯员梁定奇）8
月 19 日、20 日晚，屯昌公安交管大队共出动
警力 92 人次、警车 10 辆次、警用摩托车 18 辆
次开展集中夜查统一行动，严查酒驾、毒驾、
涉牌涉证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查处饮酒驾
驶 1 起，无证驾驶 3 起，其它违法行为 36 起，
暂扣违法车辆 18 辆。

据了解，为确保夜查行动实效，8 月 18
日下午，屯昌公安交管大队召开中队长以上
人员参加的工作会议，动员部署夜查行动，
要求参战民警、协警严格按照任务分工各就

各位，加大对各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查纠

力度，努力形成严管高压态势。在两晚的行

动中，执勤民警、协警统一身着反光背心，配

齐执法记录仪、肩灯、警用手电、执勤 LED

灯、反光锥筒等执勤装备，充分发挥酒精测

试仪、摄影摄像等科技装备的作用，在县城
昌盛路、新建路、文化路、环东一路、环东二
路、环西路、环南路设置执勤点，加大对酒后
驾车、涉牌涉证、三超一疲劳、驾乘摩托车不

戴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的查纠力度，形成严
管高压态势。执勤民警、协警还坚持处罚与
教育相结合原则，在查处违法行为的同时，

向违法人员告知违法行为的危害性，进一步
提高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法制意识
和文明交通意识。

屯昌公安交管开展集中夜查统一行动

两晚暂扣18辆违法车

“网上信访”24小时“不打烊”
海口信访局推行“网络问政”简政惠民

□本报记者陈敏 见习记者许光伟

澄迈县农业局局长杨升等3人

涉嫌严重违纪
接受组织审查
本报讯（记者肖倩 通讯员王韧 黄

云平）海南廉政网 8 月 21 日发布消息，澄
迈县农业局党委副书记、局长杨升及文昌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约亭中队中队长
叶青、龙楼中队中队长赵宽培涉嫌严重违
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儋州一男子网上诈骗 5
万元被通缉

高铁站与人聊天
泄露身份被抓
本报讯（记者程敏 通讯员李博 陈

嘉灿）8 月 19 日，一名被网上通缉的男子
在儋州白马井高铁站被铁警抓获。经查，
该男子因在网游交流平台发布虚假信息，
诈骗他人 5 万元，被浙江杭州灵隐派出所
上网通缉。

据了解，8 月 19 日 14 时，在儋州白马
井高铁站内，一年轻男子与另一名男子坐
在候车厅安检口后的座位上高声谈笑，安
检口值勤协警听到年轻男子提到：“一个
傻子玩网游，一次性给我打了 5 万元。”该
协警觉得可疑，立即向执勤民警反映，执
勤民警随后进行盘查，经过身份信息查询
比对，确定该男子是一名网上在逃人员。

经查，年轻男子林某是儋州市人。据
林某交代，他常在各个网游交流平台和游
戏聊天窗口散布低价快充游戏币的虚假
信息，以此骗取他人钱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