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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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政法系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记者陈瑜 通讯员符芳培）文
昌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近日组织开展

“感恩父母 亲情互动”为主题的对社会开
放日活动，20 余名戒毒人员家属走进戒毒
所参加社会开放日活动。

开放日互动中，在戒毒所管教民警的
精心组织下，20 名学员以给自己父母亲一
个拥抱、为父母亲洗脚等方式，与自己父母
进行了亲密的互动，此举让戒毒学员家属
们看到了孩子的转变，让已经破裂的亲情
得到修复，更让戒毒学员们重新体会做一
名孝子的感觉。

互动结束后，该所领导带领戒毒人员家
属先后参观了监室、厨房、图书阅览室和劳动
车间等功能用房。戒毒所所长符永权详细介
绍了戒毒人员的每天的生活作息、学习、文体
活动、伙食、医疗等情况。让参观人员对戒毒
学员在所内的生活和受教育情况有更直观的
了解。在会议室进行家属座谈，虚心征求家
属们对戒毒所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开展此次活动，家属们纷纷表示

支持戒毒所的管教工作，并对戒毒所监区
干净整洁的环境、创建文明监所的理念和

保障戒毒人员合法权益、管理教育新模式
等方面的举措给予了认可。

文昌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组织对社会开放日活动

20名戒毒人员父母与孩子亲密互动

所领导带领戒毒人员家属参观监室和图书阅览室所领导带领戒毒人员家属参观监室和图书阅览室

本报讯（记者陈敏 肖瀚 通讯员赵涛）船
舶在广东湛江一带海域沉没，造成申请执行
人委托其承运的货物一并沉没，直接经济损
失达1000多万元，被执行人拒赔钱。近日，海
口海事法院执行干警放弃周末休息时间赶赴
上海，行程约 2000 公里，前后历经 30 多个小
时，最终将被执行人名下的2艘船舶成功予以
扣押，为案件顺利执结奠定了良好基础。

执行人海南某运贸公司与被执行人锦

州某海运公司、高某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
纠纷一案，由于被执行人所属的船舶在广东
湛江一带海域沉没，造成申请执行人委托其
承运的货物一并沉没，直接经济损失达 1000
多万元。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海口海事法
院执行局依法向被执行人送达了执行通知
书及报告财产令，但被执行人始终拒不露
面，也不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赔付义务。

8月18日，海口海事法院执行局经过多方

查找，得知被执行人锦州某海运公司名下2艘
船舶将于这两天内分别在上海长兴岛码头和
渔轮岗码头靠港卸货的线索。得知上述情况
后，海口海事法院执行局迅速组织人员飞往上
海，并于当夜凌晨赶赴长兴岛码头。此时，涉
案轮船卸货已近尾声正准备离港。面对紧急
情况，执行人员迅速登船实施扣押，但该轮船
长态度蛮横，拒不配合执行人员办理扣押手
续。鉴于这种情况，执行法官果断留置送达扣

押船舶文书，并依法告知其拒不配合法院执行
的法律后果。下船后，执行干警立即赶往当地
海事局指挥中心，在海事部门的协助下，将该
轮船成功扣押在上海吴淞口1号锚地。8月19
日一大早，海口海事法院执行干警又立即赶往
被执行人名下另外一艘船舶可能停靠的上海
渔轮港码头进行查找。经过数小时的搜寻和
等待，在当晚10时许，执行干警终于将刚停靠
码头泊位的涉案船舶成功实施扣押。

本报讯（记者陈敏 肖瀚 通讯员董菲
杨智）被执行人梁某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 15 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5 万元。
判决生效后，法院从梁某的银行卡里扣除
986 元，梁某在监狱服刑，并未主动缴纳没收
的个人财产 49014 元。近日，省一中院加大
执行力度，促使被执行人慑于法律的威严，
梁某家属主动到省一中院执行局，代其缴纳

没收的个人财产 49014 元，至此该起没收个
人财产刑执行案件成功结案。

据了解，对于被判处了刑罚的被告人，
其履行财产刑的意愿往往会很低，甚至抵抗
执行。该起案件的澄迈籍被执行人梁某因
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并处没
收个人财产 5 万元。判决生效后，梁某在监
狱服刑，并未主动缴纳没收的个人财产。

本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会同帮教
工作人员了解被执行人梁某的财产情况，梁某
不愿积极主动配合法院执行，一再推脱不愿履
行义务。执行法官向梁某下发了执行通知书、
财产报告令，向其讲明了当前的执行形势，告诫
其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的严重后果。梁某主
动表示愿意履行财产刑，并通过亲属向省一中
院执行局主动缴纳了没收的财产49014元。

省一中院加大执行力度成功执结一起没收个人财产刑案

被执行人家属主动代缴近5万元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王威）海口监狱各
基 层 党 组 织 集 中 开 展“ 支 部 主 题 党 日 活
动”。海口监狱六监区全体党员，在支部书
记石雪平的带领下，来到海南省临高县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解放海南临高角登陆纪念
馆”，重温入党誓词，缅怀革命先烈。

来到登陆点，全体党员在干部向红彬的带
领下，重温了入党誓词，鲜红的党旗迎风飘扬飒

飒作响。在纪念馆内，全体党员认真观看了介
绍当年作战的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听取了
有关事迹的讲解，了解了作战胜利的那段烽火
岁月，感悟了革命先烈们浴血奋战视死如归的
伟大精神，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参观完纪念馆，支部书记石雪平讲到，
我们作为监狱人民警察，要加强理论修养，
政治修养，道德修养，作风修养和纪律修

养。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
挺身而出，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持斗争。他
强调，我们肩负着党和人民的嘱托，必须坚
持敢于担责，勇于担难，甘于担怨，在工作岗
位上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活动
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将珍惜今天来之不易
的幸福生活，遵守党的纪律，坚守岗位，努力
工作，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一荣誉称号。

海口监狱六监区党支部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

本报讯（记者蒙职宇 通讯员张熙锋 王
进）屯昌县法院近日召开会议，部署家事审
判工作机制构建。

会议强调，面对目前司改后案多人少矛
盾集中体现，要在家事审判中用好多元化纠
纷调解机制，化解法院审判压力；要明确法
官、助理、书记员在家事审判工作中的权责，

协调合作，初步建成符合该院实际的家事审
判工作体系。会议就该院进一步推进家事
审判工作部署提出了具体要求，要从立案阶
段开始，委派、委托家事调查员介入案件，依
托县政法委牵头多部门参与建立的统一纠
纷解决机制，将家事案件交由多部门联合解
决；建立团队审判机制，民事法官、助理、书

记员全院一盘棋，让每一名民事审判人员都
参与到家事案件审理中来；关注家事案件中
的未成年人权益最大化问题，通过与妇联、团
委等多部门合作，对家事案件处理过程中未
成年人的教育、心理等问题提供帮助；提升案
件参与人员的职业保障水平，加强配套设施
建设，切实保障办案人员权益。

屯昌法院强调用好多元化纠纷调解机制化解家事审判压力

委派委托家事调查员介入案件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麦文耀 通讯员林
翠芝 王应坚）儋州市检察院近日设立未成
年人观护站，对涉罪未成年人开展心理辅
导、小组活动、观护帮助及合适成年人服务，
对观护对象进行辅导、帮教、监督、矫正，助

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儋州市检察院在那大镇东兴社区居委

会组织 4 名被观护对象与 40 余名留守儿童
一起开展了“花儿百样、快乐旅程”、少年手
工坊等小组活动。

本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留守儿童的暑期
生活，而且为观护帮教对象参加社团公益活
动提供了条件，培养观护对象的社会责任
感，促使其认同社会主流价值，重新融入社
会。

不按时还贷潜逃
涉嫌诈骗被通缉

一男子被三亚铁警抓获

本报讯（记者程敏 通讯员黄燕）一男
子因涉嫌诈骗被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局沙
市分局网上通缉，8 月 24 日 8 时许，海口铁
路公安处凤凰机场车站派出所民警成功
将其抓获。

据了解，今年29岁的蹇某是湖北省石首
市人。2015年8月，蹇某以购车名义到某银
行办理汽车分期信用卡，并一次性消费14.7
万元，约定 3 年还款期限，每月还款 4512.75
元。2016年4月起，蹇某不按时还款。截至
2017 年 6 月，蹇某累计逾期本金 102405.23
元，涉嫌诈骗。蹇某刑拘在逃，被湖北省荆
州市公安局沙市分局列为网上在逃人员。

目前，蹇某已被寄押在三亚市看守
所，待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局沙市分局前来
交接进一步处理。

琼海公证处举办公证法
律宣传活动

增强群众法律意识
本报讯（记者王慧 通讯员王欣）8 月

25 日上午，琼海市公证处在嘉积镇举办了
纪念《公证法》颁布十二周年公证法律宣
传大型活动。

在咨询台前，聚集了很多民众进行询
问及领取宣传资料。一名公证人员介绍
说：“通过这样的活动，既让在办公室办公
的公证员进一步接触和了解群众关注的
热点、疑点，同时又增强了民众的法律意
识，提高了社会对公证的认知度和好评。”

三亚中院：

铸就忠诚干净
担当干警队伍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李梦凡）8 月 24 日，三亚中
院召开党组理论中心组（扩大）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7·26”重要讲话精神。
三亚中院党组书记、院长李庆要求院党组要落实主体责

任，集中组织好理论学习活动，以学促行推动当前各项工作，
并就如何贯彻落实讲话精神提出举措：要迅速将讲话精髓要
义传达到每一位干警，引导干警学深悟透讲话精神，以先进
的决策理念武装法院队伍。要将讲话精神外化于行，运用理
论指导实践，切实抓好各项决策部署的落地生效，扎实推进
审判工作。全面推动均衡结案、当庭宣判等工作；主动拥抱
大数据时代，依靠科技创新推进信息化建设，打造“智慧法
院”；集中开展“大研讨大行动”活动，以问题为导向扎实做好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执行体制改革等业务调研，补齐短板
提高能力，保障各项工作目标顺利达成；要深入推进法院干
警的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全面加强党建工作，认真落
实“一岗双责”，深入践行“四个决不允许”指示精神，坚持从
严治党、从严治院；纪检监察部门要严肃执纪问责，坚决杜绝
不正之风，铸就忠诚、干净、担当的干警队伍。

陵水法院召开党支部会学习黄
大年先进事迹指出

结合实际做好本职工作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通讯员李谷菱）8 月 24 日，陵水黎

族自治县法院召开党支部会议，学习黄大年先进事迹，党总
支部委员和各党支部书记、委员参加会议。

会上，传达学习了《关于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中开展向“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大年同志学习
的通知》精神，介绍了黄大年同志的生平，大家一同学习了黄
大年同志秉持科技报国理想，把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
幸福作为毕生追求，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的
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

会议指出，要积极开展向黄大年同志学习的活动，各党
支部要通过专题学习、党课、座谈交流等形式，掀起向黄大年
同志学习的热潮，激励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干警要结合自
己的工作实际，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
风，做好自已的本职工作。

文昌市公安局全体党员观看
“两学一做”电视夜校

193名党员观看学习
本报讯（记者陈瑜 通讯员符芳培）8 月 24 日晚，文昌市

公安局组织局机关各党支部全体党员在会议室集中收看
“两学一做”电视夜校，共有 193 名党员参加。

本期节目由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瑞连主讲，主要讲解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主要内容，介绍我省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主要载体和抓手，
节目还插播了典型案例小短片，分享部分省直单位和市县在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好做法和好经验。

海口秀英区检察院开展“两学
一做”电视夜校学习教育强调

思想政治建设
抓在日常知行合一
本报讯（记者陈超超 通讯员付茸 刘盛宇）8 月 24 日晚，

海口秀英区检察院组织全体干警参加由海南省委组织部主
办的海南省“两学一做”电视夜校专题学习，该院领导班子、
全体党员干警共 60 余人参加学习。

据悉，本期电视夜校主讲题目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凝心聚力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课题
中，重点介绍了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主
要内容，和我省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主
要抓手。

电视夜校结束后，该院以支部为单位组织党员干警开展
了学习讨论，进一步巩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成果。党员干
警们表示：“电视夜校通过欢快轻松的学习方式提高了大家
开展‘两学一做’的积极性，将‘两学一做’的内容变得更加生
动。”“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力求知行合一，让党章党规的内
容入脑入心。”

该院党总支书记、副检察长李小山强调，开展“两学一
做”电视夜校学习教育，是落实党章关于加强党员教育管理
要求、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全体党员干
警应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真正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抓在日
常、严在经常，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

海口海事法院干警赴上海执行一起标的千万元运输合同纠纷案

奋战30多小时扣押2艘涉案船舶

涉嫌抢劫
被网上通缉

一男子在高铁海口东站落网

本报讯（记者程敏 通讯员汪楚雯）8
月 25 日，因涉嫌抢劫案被公安机关网上通
缉的犯罪嫌疑人林某，在高铁海口东站安
检口处被车站派出所民警当场抓获。

当 日 9 时 许 ，民 警 在 工 作 中 获 得 线
索，因涉嫌抢劫案被福建省龙岩市公安
局网上通缉的犯罪嫌疑人林某将在高铁
海口东站出现。11 时许，民警在安检口
成功将林某抓获。

经查，今年25岁的林某系福建省永春县
人。据其交代，今年5月29日20时许，林某
和“胖子”、“军哥”等5人合伙带走谢某，要求
谢某拿出40万元。5月30日凌晨，谢某答应
于次日给对方15万元后才被放出。当地公
安机关立案侦查，发现林某有重大作案嫌
疑，涉嫌抢劫，故将其列为网上在逃人员。

儋州市检察院设立未成年人观护站

助力观护帮教对象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