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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FZ 本报记者走基层
————看落实看落实 见行动见行动

省交警总队9月1日起

车牌选号
扩大为“50选1”

本报讯（记者张英 和婷婷 通讯员周平虎）为进一步顺
应人民群众合理需求，向社会提供更便捷、更公正的号牌发
放服务，省交警总队决定，自今年 9 月 1 日起，全省各车辆管
理所办理机动车号牌号码随机选号模式由“20 选 1”扩大为

“50 选 1”。
据介绍，自今年 6 月 20 日起，我省各车管所将机动车号

牌号码随机选号模式由“10 选 1”扩大为“20 选 1”，深受广大
车主欢迎。为进一步顺应人民群众对选号范围“更大”的合
理需求，根据公安部部署，结合我省各车辆管理所号牌资源
和号牌库库存能力的现状，省交警总队决定进一步将随机选
号扩大为“50 选 1”。

据了解，实施机动车号牌号码“50 选 1”随机选号的号牌
种类为：大型汽车、小型汽车、普通摩托车、轻便摩托车、挂车、
教练车、教练摩托车、低速车。全省机动车号牌号码“50 选 1”
随机选号模式实施后，机动车所有人或申请人在车辆管理所
使用综合平台“50选1”选号模式办理机动车选号业务。

“老赖”账户被冻结
迅速交付赔偿款
省二中院运用网络查控系统执

结首例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件

本报讯（记者陈敏 肖瀚 通讯员张丽华 罗凤灵）近日，
省二中院运用网络查控系统，顺利执结一起涉环境污染责任
纠纷案，赔偿款全部执行到位。

据了解，2010 年 6 月 10 日，一农业公司承包位于东方市
大田镇某村的 1818 亩土地，并先后在承包地上种植橡胶树、
菠萝等作物。因被执行某实业公司开办石场，施工扬起的粉
尘污染农业公司种植的橡胶树及菠萝造成损害。该案自
2015 年 3 月 16 日立案后，历经一审、二审、重审，历时两年，最
终法院判令实业公司赔偿农业公司经济损失 16.4 万元。今
年 5 月 9 日判决生效后，因实业公司逾期未履行赔偿义务，农
业公司于 7 月 3 日向省二中院申请立案执行。

为及时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环境资
源保护氛围，省二中院执行法官及时向被执行人实业公司发
出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要求实业公司限期履行给付义
务，并通过运用“总对总”“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于 7 月 12
日冻结实业公司银行账户。冻结成功后，实业公司因无法正
常使用该账户，主动与执行法官联系并于 7 月 24 日将全部执
行款项 16.4 万元及执行费打入省二中院代管款账户。至此，
该案仅 21 天就执行到位。

“调解完后没有再因为那块土地发生
矛盾吧？”8 月 18 日上午 11 时许，在东方市
八所镇新北社区居委会、镇党委副书记庄
田带领八所司法所对曾在今年 5 月份就成
功化解矛盾的当事人进行回访。

东方市信访工作实行“三七三”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工作机制，即按照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工作制度、预防和处置非正常上访
工作制度、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工作制度

“三项制度”，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实行村
一级、乡镇一级、市一级、市工作组、市领导
包案、市联席会议调解或启动行政司法程
序、三级终结制等“七个层面”从下到上进
行受理，并建立健全行政解决平台、法律解
决平台和人民调解平台的“三个平台”，有
效解决各类信访维稳突出问题；创新流动
人口管理，全面推行“落地登记”管理模式，
确保流动人口、出租屋底数清、情况明、管

得住；进一步加强对重点人员的帮教管理，
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深化法律援助制度，加
大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和受援面。

镇政府联合司法所化解土地纠纷

新北社区居民吴德广早前曾因土地权
属与另一村民产生矛盾，因为涉及到征地
款，矛盾一度激化，新北社区居委会在协调
无果后，根据“三七三”工作机制，上报八所

镇政府协调处理。
“双方争议的土地经过调查组深入调

查取证，证实属新北社区集体土地。矛盾

双方是八十年代初期个人自发开垦使用该

宗争议地，并没有土地承包手续，现在由于

涉及到征地款，因此双方均主张土地权

属。”庄田介绍说，经过镇政府联合司法所、

居委会，从情感和法律双方入手的协调，最

终当事双方达成协议，居委会按照协议将

征地款分配给二人。

“我对调解结果非常满意，自从协调

完，我们也再没有发生过矛盾，我以后也不

会因此事滋生任何是非。真的非常感谢政

府帮我维护权益。”已年过六旬的吴德广

说，政府协调之前，只是一味觉得自己开垦

土地的就属于自己，现在才懂得用法律和

道理维权。

庄田介绍，镇政府会联合司法所选择

一些已经成功化解的典型矛盾纠纷当事人
进行回访，了解他们对纠纷处理的满意度
和矛盾是否彻底化解，有效避免了旧案件
滋生新矛盾。 （下转 4 版）

本 报 讯（记 者 张 英 特 约 记 者 宋 洪 涛
通讯员王坤)记者 8 月 28 日从省公安厅刑警
总队获悉，昌江黎族自治县公安局近日成功
打掉流窜我省 8 个市县的盗油犯罪团伙 2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8 名，破获系列盗油案
件 200 余起。

据介绍，2016年下半年以来，在环岛高速
公路横跨昌江县南北路段的尖岭、十月田等
多个加油站连续发生多起持械盗抢外省牌照
运输水果、瓜菜等大货车柴油案件，严重威胁
过往昌江乃至我省多个市县高速公路运输通
道和司乘人员的安全。对此，昌江县公安局
高度重视，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全面开
展案件侦破工作。8月4日，省公安厅刑警总
队认真听取了昌江县公安局关于案件侦办工

作情况汇报，对案侦工作进行集体研究，决定
充分利用公安信息化资源，抓现行、打团伙、
打链条，尽快破案，挽回社会影响。

专案组民警日以继夜，通过昌江、白沙、
儋州、东方等地区卡口的海量视频资料中寻
找蛛丝马迹，层层剖析，最后成功锁定车牌
为琼 AFF696、琼 A56578 等多辆车具有重大
作案嫌疑。与此同时，专案组扩大走访排查
范围，多次辗转儋州、东方、乐东等市县调查
取证，拓宽线索来源渠道，并对销赃渠道进
行了细致的侦查。

在确定作案车辆后，昌江县公安局多警
种联合作战，经过连续 18 天的缜密侦查，全
面查清了以儋州籍男子张某、张某爱为首的
2 个跨市县盗抢大货车柴油团伙网络，并摸

清了作案规律、销赃渠道、主要团伙骨干落
脚点等情况，收网时机成熟。8 月 8 日凌晨，
昌江县公安局组织警力同时在昌江、儋州、
洋浦等地统一收网，历经 14 个小时的抓捕，
先后抓获张某、张某爱、容某开、陈某选、薛
某合等 8 名主要犯罪嫌疑人，缴获被盗汽车
柴油 66 桶共 1988 升、查扣涉案商务车 2 辆及
其它作案工具一批。

经审讯，该两个团伙交代了自 2016 年以
来，流窜海口、澄迈、儋州、白沙、昌江、东方、
乐东、三亚等 8 个市县盗窃大货车柴油案件
200 余起。至此，昌江县公安局成功侦破 2
个系列盗抢大货车柴油犯罪团伙案件。

目前，张某等 8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侦查中。

“油耗子”流窜8市县盗柴油
昌江警方打掉2个盗油犯罪团伙，破获系列盗油案件200余起

肖杰在海口市城西司法所了解人民调解工作情况肖杰在海口市城西司法所了解人民调解工作情况 记者符传问 摄

东方市推行“三七三”信访工作机制，避免旧案件滋生新矛盾

信访突出问题办结率96%
□本报记者和婷婷 董林

八所镇政府联合司法所对纠纷当事人八所镇政府联合司法所对纠纷当事人

进行回访进行回访 记者高凌 摄

本报讯（记者肖瀚 王慧）8 月 28 日下
午，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肖杰就我省人民
调解等法律服务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打造海南法
律服务升级版，为法治海南、平安海南、和谐
海南凝聚正能量。

下午 3 点半，肖杰首先来到省律师协会，
在听取律师协会运行情况、机构设置等工作
开展情况的汇报后，对近年来律师协会取得
的成绩给予肯定。

“遇到什么法律问题？”“对律师的解答
满意吗？”在省法律援助中心，肖杰与正在咨
询法律问题的群众亲切交谈，倾听群众诉
求，叮嘱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认真解答群众
问题，引导群众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诉求。随
后，肖杰来到 12348 法律援助热线，档案室等
场所，详细了解法律咨询服务、法律援助案
件办理等工作。

在海口市龙华区城西司法所，肖杰向工
作人员了解了矛盾纠纷排查调解、社区矫
正、普法宣传等工作情况，对基层司法工作
者表示慰问。他指出，基层司法所在化解矛
盾、提供公共法律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真
正把矛盾化解在了基层。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司法行政系统积
极发挥了律师公证、人民调解、司法鉴定
等法律服务职能作用，各项工作取得了明
显成效。我省已连续四年将“为困难群众
和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纳入省委省政府
为民办实事事项，据统计，2014 年至今，全
省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 6.88 万件，为困难
群 众 挽 回 损 失 或 取 得 利 益 8.61 亿 元 。 目
前，全省共有县（区）、乡镇（街道）、村（居）
委会三级调解组织以及各行业性、专业性

人民调解组织 3486 个，2017 年以来全省共
调 处 民 间 矛 盾 纠 纷 12426 起 ，调 解 成 功 率
95.2%，一大批疑难、复杂的矛盾纠纷得到
妥善调解。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肖杰听取了
法律服务、律师执业保障、公证体制改革、
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以及人民调解等方面
工作的汇报，听取了与会代表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对近年来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等法
律服务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肖
杰指出，省第七次党代会提出，要推进法治
平安海南建设，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
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社会治理体系，抓好
普法宣传教育，使崇法向善，循法而为成为
社会新风尚，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工作意
义深远，责任重大。

肖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打造海南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升级
版，充分认识法律服务在法治海南、平安海
南、和谐海南的重要性。要坚持法律服务创
新公益性，促进海南传统法律服务工作再上
新台阶。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真正发挥法律服务在法治海南中
的重要作用，及时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真正
发挥好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建设平安海南

“第一道防线”作用。
肖杰强调，要结合司法体制改革和司法

行政体制改革，根据海南发展需要，不断创
新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工作的社会性，要创
新基本公共服务机制，积极探索建立公私合
作伙伴关系，逐步构建起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全民共建共享的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供给
机制。要加快扶持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
等法律服务组织建设，加强培训，提升调解

人员业务水平。要推进信息化、智能化与人
民调解等法律服务的深度融合，要推动人民
调解等法律服务与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深度
融合，充分利用网格化平台开展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要加快推进律师制度改革、公证制
度改革，不断提升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的公
信力和效率。

肖杰要求，要做好“七五”普法和人民调
解等法律服务保障工作。要将基本公共法
律服务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整体规
划，促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与其他基本公共
服务体系之间设施共建、资源共享。要深化

改革探索公私合作公共法律服务新机制。
要根据形势，及时调整充实基本公共法律服
务内容，更新基本公共法律服务方式，增强
服务供给弹性，不断满足多元化、个性化的
公共法律服务需求，为法治海南、平安海南、
和谐海南作出更大贡献。

省委政法委副秘书长、省综治办主任傅
信平，省委政法委委员、省司法厅厅长郑学
海等领导陪同调研，省高院副院长张光琼、
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高海燕、省信访局局长戴
青云出席座谈会，省律师协会、省公证协会
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肖杰调研法律服务工作时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打造海南法律服务升级版

东方边防连续破获39起
毒品案件

4天抓获
涉毒人员39人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曾群飞）8

月 22 日至 26 日，东方公安边防支队通过

加大摸排管控力度、强化信息收集、广泛

宣传教育、主动走访吸毒人员家属等方

式，重拳打击涉毒违法犯罪活动，取得了

良好效果，累计查破毒品案件 39 起，抓获

涉毒人员 39 人，缴获各类毒品 27.83 克、美

沙酮 570 毫升。

据了解，8 月 16 日全省公安机关禁毒

三年大会战“秋季攻势”专项行动动员部

署暨“5·14”毒品查缉专项行动推进会召

开以来，该支队深入贯彻上级工作指示精

神，认真摸排梳理线索，充分发动广大群

众参与配合禁毒工作，积极引导群众举报

揭发吸贩毒违法犯罪行为，压缩毒品违法

犯罪空间。

8 月 22 日至 26 日，该支队所属墩头、

四更、新村、感城、板桥、八所港、月亮湾 7

个边防派出所先后开展严厉禁毒行动，捣

毁了多处涉毒窝点，累计破获毒品案件 39

起（其中毒品刑事案件 5 起，含重大贩毒案

1 起），抓获涉毒人员 39 人，缴获各类毒品

27.83 克、美沙酮 570 毫升。

据了解，针对娱乐场所易滋生涉毒

问题的情况，该支队积极向东方市委市

政府、东方市公安局汇报 ，争取工作支

持，建立了“多部门联合检查、集中优势

警力清查、重点场所每日巡查”机制，配

合治安、消防、工商等部门，加大对辖区

娱乐场所的清查整治力度，期间共出动

警力 137 人次、车辆 25 台次，开展集中清

查 3 次，检查行业场所 58 家次，督促整改

治安、消防隐患 30 处，加强了娱乐场所的

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