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黄赟 通讯员方一 梁丹
妮）琼海检察院深入开展诉前调查程序，近
日成功促成彬村山华侨农场自查自纠，追
回应缴土地承包金 30 余万元。

据介绍，自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法确立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后，琼海市检
察院党组第一时间成立了以检察长佟莉莉
为组长的公益诉讼领导小组，紧紧围绕人
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突出问题，有重点、分阶
段排查案件线索。针对辖区部分农场对外

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存在租金过低、租期
过长等土地“三过”问题和部分承包户长期
拖欠承包租金现象，该院检察长靠前指挥，
实时听取工作汇报，分析研判，加强统筹规
划和组织协调，指示干警全面客观搜集事
实证据，为诉前程序打下坚实基础。

海 南 省 彬 村 山 华 侨 农 场 创 建 于 1960
年，是国家为安置归难侨而兴办的国有农
业企业。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基础薄弱，
产业结构单一，缺乏发展资金，职工生活

困难面大。因历史原因，不少农场职工长
期拖欠土地承包金，严重影响了农场的经
营发展。近日，在夯实证据基础之上，琼
海市检察院促成彬村山华侨农场采取有效
措施，追缴长期被拖欠的土地承包金等，
目前，该农场已成功追回土地承包金 30 余
万元，有效保护了国有资产。此外，琼海
市检察院依托乡镇检察室，于 7 月底开展
了公益诉讼专项法制宣传，以生动鲜活的
典型案例，宣传公益诉讼职能，营造良好

舆论氛围。
针对公益诉讼线索匮乏的瓶颈问题，

佟莉莉介绍，琼海市检察院牢固树立“一盘
棋”思想，从内部机制构建着手，建立民事
行政检察部门与乡镇检察室、公诉、侦监、
反渎、反贪等部门信息共享和案件线索移
送机制，实现信息共享、监督联动。并将案
件线索收集、评估、调查等进展情况，及时
向海南省检察院报告，争取指导，借助检察
一体化机制，凝聚监督合力。

本报讯（通讯员毛雨佳 熊林凤）重庆
籍男子胡某在海口龙华区秀英村贩毒被抓
获。近日，海口市龙华区法院对该案进行
判决，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胡某有期徒刑 1
年 1 个月，并处罚金 3000 元。

检方指控，今年3月29日1时许，胡某在海口

市龙华区秀英村某房中以400元的价格将一小
包毒品贩卖给购毒人员雷某，双方交易完成
后被公安民警抓获。当场从胡某身上缴获
400元，从雷某身上缴获其购买的毒品一小包
（经鉴定，含甲基苯丙胺成分，净重0.87克）。

龙华区法院经审理，对公诉机关指控

的犯罪事实、证据、罪名予以确认，对控辩
双方的量刑意见予以采纳。鉴于被告人胡
某当庭自愿认罪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依法可从轻处罚。根据胡某的犯罪事实、
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龙华区人民
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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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 告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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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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Z 坚决打赢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

本报讯（记者陈超超 通讯员王晓旭）8
月 24 日，海口秀英区禁毒委召开禁毒三年
大会战第二阶段工作推进会。

会议传达了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第七
次月调度例会精神，秀英区委政法委副书
记庄恢奕简要总结全区禁毒三年大会战以
来工作开展情况及部署下一步工作任务，
并对第一阶段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
彰活动进行部署。

会议还传达了全省“秋冬攻势”专项行

动令、全省“5·14”毒品查缉专项行动方
案，并就全区开展两项专项行动进行具体
部署。会上，全区 8 个镇（街）及“八严”工
程牵头单位简要汇报了禁毒三年大会战以
来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

秀英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晓龙
在会上要求，全区禁毒三年大会战第二阶
段必须扭住重点，持续发力，实现三个转
变，逐条逐项对照禁毒三年大会战的目标
任务，采取有力措施，将任务一项一项推

进，一项一项落实；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加
大“八严”工程督办力度，保持禁毒工作的
高压态势，结合“秋冬攻势”专项行动和

“5·14”毒品查缉专项行动，全面深化毒品
查缉工作，坚决打好“遏增量、减存量”的
攻坚仗；各镇（街）、禁毒委相关成员单位
要齐抓共管，形成合力，采取有力措施，精
心组织实施，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把“八
严”工程实效做到最大化，全力全速推进禁
毒三年大会战工作。

海口秀英区禁毒三年大会战第二阶段工作推进会提出

全面深化毒品查缉工作

本 报 讯（记 者 陈 武 刘 武 军 通 讯 员
冯谋瑞 叶佳）“警察，我小孩吸毒了，希
望 你 们 将 他 抓 去 戒 毒 ……”8 月 23 日 16
时许，老王直奔三亚梅联边防派出所值
班室，向民警举报儿子涉嫌吸食毒品的
违法行为。

当天下午，老王到派出所报警后，向
民警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儿子吸毒
后，逐渐上瘾，并发展到每天吸食一次，且
是冰毒和海洛因混合吸食。因吸食毒品，

花去家里很多钱，让这个父亲及其家人都
没有办法了，就托亲戚朋友在三亚市内给
他找份工作，目的是让他远离这个环境，
离开他的朋友圈，但于事无补，儿子仍然
想方设法吸食毒品，每天 100 余元的毒资
让他入不敷出。为了挽救儿子，挽救这个
家庭，老王下定决心找派出所帮忙。于
是，他以身体不适为由，让儿子回趟家，然
后鼓起勇气，主动走进派出所要求将其儿
子送去戒毒。

“父亲到派出所举报独生儿子吸毒，这
可是派出所办理吸毒案件以来第一次碰
到。”该派出所陈警官如是说。

据了解，老王现年 58 岁，家住三亚市
崖州区，其儿子小王现年 33 岁。在今年南
海伏季休渔初期，因家庭琐事与家人闹矛
盾后心情不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开始吸
食毒品。

目前，因涉嫌吸食毒品，小王已被公安
机关行政拘留 15 日。

儿子吸毒父亲举报
三亚一男子被警方行拘15日

本报讯（记者李崇育 通讯员蒋升）8
月 22 日 14 时 50 分，陵水新村港边防派出
所快速出击，将辖区某小巷内正在进行毒
品交易的黄某忠、李某全、钟某权等 3 人一
举抓获，当场缴获毒品海洛因疑似物 7 小
包、部分现金、注射器等作案工具。

据派出所民警介绍，8 月 22 日 14 时 20
分左右，派出所接到情报信息称：在辖区
中油附近，有人涉嫌贩卖毒品。接到情
报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进行观察设伏，
大概 5 分钟以后，有两名可疑男子出现在
民警的视线范围内。过了一会儿，民警
发 现 这 两 名 男 子 同 时朝一个人走去。3
人碰头后，左右东张西望了一会儿，果然
拿出现金和毒品进行交易。于是，民警迅

速冲上去进行抓捕，在抓捕的过程当中，
一名男子突然转头朝一名民警的左腹咬
了一口。出于本能反应，民警就松开手，
该男子趁机就往中油方向逃跑。接着，
另外两名民警就迅速协助开展追捕，在
追捕那名逃跑男子的过程当中，发现他
从口袋里面掏出一个针头（用来吸毒），
然后迅速吞到肚子里面。不一会儿，该男
子被民警合力抓获，民警立即送他去陵水
人民医院接受检查。经过 2 个小时治疗，
到下午 18 时 30 分许，该男子已经确认并
无大碍。

据了解，该男子吞针的原因是害怕吸
毒被抓后坐牢，企图通过自残的方式来逃
避处罚。目前，两名吸毒人员李某全、钟某

权已被送往陵水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强制
隔离戒毒，贩毒人员黄某忠已被依法刑事
拘留。

陵水3男子小巷交易毒品被抓现行

一人吞针头企图逃避惩罚

33嫌疑人落网嫌疑人落网

本报讯（记者陈超超 通讯员吴达忠）
海口男子王某某夜晚在火车站出口附近贩
毒，刚交易完就被民警抓现行。海口秀英
区法院近日判决被告人王某某犯贩卖毒品
罪，判处有期徒刑 1 年，并处罚金 1 万元。

今年 4 月 26 日晚上，被告人王某某在
海口市西秀镇海口火车站出口附近，以 50
元的价格将 1 小包毒品贩卖给购毒人员
郑某某，双方交易完毕即被公安民警抓
获。民警从王某某身上缴获毒资 50 元、

毒品 1 小包，从郑某某身上缴获毒品 1 小
包。经鉴定，从王某某身上查获的毒品检
出甲基苯丙胺成分，净重 0.30 克，从郑某
某身上查获的毒品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
净重 0.26 克。

火车站出口处贩毒
海口一男子获刑1年

琼海检察院推进公益诉讼排查案件线索

促农场追回土地承包金30余万

一小包毒品卖了400元
重庆籍男子胡某被海口龙华法院判刑1年1个月

五指山市法院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
话精神要求

提供更加优质
便捷司法服务
本报讯（记者杨春梅 通讯员王妍）8

月 21 日，五指山市法院再次召开党组扩大
会议，专题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7
月 26 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
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该院党组书记、院长薛蕃超要求，要
把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贯穿“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全过程，深刻把
握讲话精神实质，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践
行司法为民宗旨，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
民司法，主动服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
常态；强化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思想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理想坚定、政治过
硬作为首要标准，以党建为龙头，全面落
实从严治党要求，推进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的落实；深刻领会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和
市第四次党代会精神。不断丰富和创新
司法为民工作机制，努力提供更加优质便
捷的司法服务。

海口龙华检察院首次应用
检察委员会议事议案子系统

高效审议
7宗刑事案件
本 报 讯（记 者 杨 希 强 通 讯 员 刘 洋

峰）全省检察机关推行检察委员会议事议
案子系统以来，海口龙华区检察院积极完
善系统升级，近日在检委会上首次成功应
用，对会议中审议的 7 宗刑事案件进行现
场操作、现场表决，有效提升了检委会的
科学决策水平，进一步推进检察机关信息
化建设，为正式规范运行该系统打下坚实
基础。

据了解，省检察院举办全国检察机关
统一业务应用软件检委会子系统操作培
训后，该院检委办主动向院领导汇报新旧
系统的差别及变化后的改进情况，院领导
高度重视，指派专人负责。并在前期准备
工作顺利完成后决定运用新系统召开本
院检委会第 10 次会议，有力推进该系统落
地实施。

全程按照规定严格运用该系统。会
前发出会议通知，及时上传议案报告及相
关材料，便于检委会委员提前熟悉案情。
会中严格执行签到制度，按照规范程序进
行承办检察官汇报、委员讨论、秘书记录、
委员同步审查、检察长发表和征询意见等
工作，并与系统同步进行议题表决。会后
及时整理会议记录与会议纪要。

省高院检查组督导万宁法院执行工作

现场抽查执行案件
本报讯（记者郭彦 韩星 通讯员郭媛媛）8 月 23 日下

午，省高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刘诚带领省高院执行局部分
干警到万宁法院，对贯彻落实全省法院执行工作会议精神和
执行工作情况进行督导。

会上，执行工作情况汇报和执行案件现场抽查同时进
行。万宁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吴雄围绕执行案件管理系统和
法院代管款等系统使用情况、执行信息化建设及执行装备建
设情况、执行申诉信访工作情况、涉特殊主体为被执行人案
件办理情况等内容汇报执行工作。

刘诚对万宁法院针对存在问题采取的措施表示肯定，并
要求排好时间进度表，保证时间充分、人力充足，积极发扬不
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抓紧抓好执行工作任务；要规范执行行
为，严格按照最高院要求加强执行规范化建设，既要数量更
要质量；要营造良好的执行氛围，充分利用和畅通当地电视
台、纸媒、新媒体等渠道，不断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在执行工
作中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省司法厅调研组到陵水调研指
导公证工作要求

争取10月1日前

完成公证体制改革
本报讯（记者王慧）8月23日下午，省司法厅副厅长孙书南

一行6人组成调研组到陵水黎族自治县开展公证调研工作。
调研组走访察看了该县公证处办公场地，翻阅公证档

案，了解该县公证处目前办公条件、办事流程、档案归档等情
况。座谈会上，陵水县司法局长李善伟就该县公证工作及公
证体制改革情况作汇报，陵水县公证处负责人就开展公证业
务具体情况作汇报。

孙书南对陵水县司法局为公证体制改革做出的努力给
予了肯定。他表示，公证体制改制势在必行，一定要高度重
视，努力克服困难，争取今年 10 月 1 日之前完成。针对陵水
公证处脱钩改制中遇到的难题。自收自支财务管理体制是
全省所有公证处的改革方向，也是陵水公证改制的方向，应
完善相应的分配机制；可以返聘检察官、法官、律师等具备深
厚法律素养的人，提高公证队伍建设水平；扩大招聘范围，打
破地域限制，积极引进外地公证人才，充实公证力量。

三亚召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
员会全体会议

高站位谋划

综治平安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钟震山 记者陈武 刘少珠）8 月 24 日，

三亚市 2017 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会
议传达全省综治中心、“雪亮工程”建设暨网格化服务管理工
作（陵水）现场推进会议精神，审议通过了《关于检查验收<
三亚市 2016 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书>执行情
况的报告》，组织区代表、综治成员单位代表签订了 2017 综
治目标管理责任书，部署下一阶段综治平安建设工作任务。

三亚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徐亚辉在会上强调，要高
站位谋划综治平安建设，为建设美好新海南创造“平安三亚”
新经验。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社会力量的作用，努力在防控
社会风险、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上实现新提升。树立大
整合、大联动、大共享思维，努力在创建平安建设、完善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体制上有新举措。积极推动将综治中心规范
化建设、网格化服务管理、综治信息系统建设工作纳入当前

“大研讨大行动”重点改革工作事项，努力在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上取得新突破。落实重大决策社会
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加大重点行业安全检查力度。严格落实
各级党政“一把手”主体责任，努力在落实领导责任、加强综
治干部队伍建设上取得新成效。

陵水司法行政系统队伍建设阶
段小结会提出

整治不作为慢作为
假作为乱作为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8 月 24 日下午，陵水黎族自治县
召开全县司法行政系统队伍建设阶段性小结会。

会上对 2017 年上半年司法行政队伍建设做工作小结。
陵水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纳军就全县司法行政系统队
伍建设提出要求，要抓早抓小，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要突出重
点；要拓宽监督渠道；要认真开展整治不作为、慢作为、假作
为、乱作为问题专项工作；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以有为争有位做好司法行政各项工作，为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