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们情绪不要激动，坐下来我们慢慢

说。”8 月 17 日下午 5 时，在白沙黎族自治县

打安镇南达村村口农户家院子里，户长周

文馆正在对情绪激动的矛盾当事人及其家

属进行调解，为了安抚双方情绪，周文馆从

房间里拿出凳子，让双方坐下来再协商。

为做好信访工作，白沙县实行治安中

心户长制，发挥基层力量，把矛盾化解在基

层。每十户选出一名中心户长，负责自己

所管辖的十户家庭的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在第一时间掌握、消除治安隐患，把矛盾化

解在基层，同时，加强完善乡镇矛盾纠纷调

处工作中心建设，有效整合乡镇综治办、司

法所、派出所、法庭、监察室、民政、国土等

基层综治力量，加大基层矛盾纠纷排查调

处工作的力度。

户长将矛盾化解在激化之前

8 月 17 日下午，南达村一对堂兄弟因

酒后发生口角而打架，户长周文馆在听说

此事后，立即联系当事双方了解情况，为了

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周文馆联合打安镇派

出所，在事发仅 3 小时后，在村里组织了一

场矛盾协调座谈。由于打架后堂弟因头部

稍有不适前往医院接受治疗，堂弟媳和堂

哥在现场接受调解，但堂弟媳情绪激动，排
斥协调。

“我们今天也没有非得达成最终约定，
但问题总要解决的，你先坐下来，我们商量
一下你们双方解决方案，你做不了决定的，
待会儿可以去医院和你老公商量。”周文馆
极力劝和情绪激动的堂弟媳。

“今天中午我跟堂弟一起吃饭，由于喝
了酒，因一点小事吵起来了，没想到还打起
架了。”在堂弟媳情绪平复之后，堂哥回忆
起了打架发生的经过。“说实话从打架完到

现在，我也感觉到很不舒服，只是没来得及
去医院检查，我愿意赔偿堂弟的医疗费用，
但我去医院产生的费用，也应该由你们来
出。”堂哥把最终的想法告诉堂弟媳，堂弟
媳表示没有什么意见，但是需要去医院和
老公商量了再决定。

户长周文馆告诉记者，自己所管辖的
十户人，都是左邻右舍，平时为了及时发现
并化解矛盾纠纷，时常走街串巷，了解村民
的想法。“这次打架事件一发生，我就赶忙
到现场，并及时联系派出所， （下转 3 版）

（详见3版）

“洗白”身份潜逃15年
临高昌江警方联合抓获一命案逃犯

（详见3版）

海口交警昨起专项整治机动车乱鸣喇叭

行动首日现场查处184起

（详见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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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肖瀚）8 月 30 日下午，省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委社会体制改革专项
小组组长肖杰主持召开省委社会体制改革
专项小组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指示
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书记刘赐贵关于改
革的批示指示，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四个意
识”，用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
精神，扎实推进我省社会体制改革各项工
作，确保省委今年重大改革任务取得实效。

会议传达了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第十一次会议精神，审议了《海南省法官
助理、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职务序列改革管
理办法（试行）》、《司法行政体制改革实施方
案》、《海南省关于深化律师制定改革的实施
意见》等文件，与会人员展开深入讨论，并提
出具体意见建议。

肖杰指出，社会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
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好新海南建设的
重要内容，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对于创新社会
治理体制机制，激发社会活力，建设经济繁荣
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具

有重要的意义。专项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刘赐贵书记关
于改革的批示指示，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四
个意识”，提高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责任感、
使命感和紧迫感，紧紧围绕深化司法体制改
革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扎实推进改革，努力
构建平安海南法治海南和谐海南。

肖杰强调，要充分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
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结合正在开展的百
日大研讨大行动活动，坚持问题导向，运用
改革的思维和方法，针对当前社会治理突出
问题和社会服务、执法司法工作中的突出问
题，积极主动研究，不断探索创新，扎实推进
各项工作落实，确保省委今年重大改革任务
取得实效。

省委政法委委员、省综治办主任傅信
平，省委政法委委员、省国家安全厅厅长陈
海军，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杨宜生等领
导出席会议。省委组织部、省信访局、省编
办、省法制办、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
省司法厅等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朱国茂先进事迹
海口专场报告

感人事迹引起现场听众热烈掌
声和强烈共鸣

本报讯（记者张英 王慧）根据省委宣传部部署安排，8
月 30 日上午，朱国茂同志先进事迹专题报告会海口专场在
海口市第二办公区举行，来自海口市直机关干部、公安民警、
区镇街干部代表共 800 多人聆听。

朱国茂，生前是儋州市西华派出所所长，他 28 年如一
日，扎根基层、勇于担当、干净廉洁，用百万警情日记生动诠
释了一名基层优秀共产党员的精神追求和责任担当，先后荣
立三等功 3 次，获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民警
等 32 项荣誉。今年 3 月，朱国茂获全国公安系统“情满万家·
派出所好民警”荣誉称号，8 月被中共海南省委追授“海南省
优秀共产党员”。

报告会上，儋州市公安局西华派出所民警姚伟成、新华
社海南分社记者吴茂辉、朱国茂的妻子邱少英、儋州市公安
局民警王敬芳、西华农业项目外来投资者季建潍，结合自身
经历，分别从不同角度深情讲述了朱国茂扎根基层、从警为
民、竭诚奉献的感人事迹，引起了现场听众的热烈掌声和强
烈共鸣。

受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的委托，海口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王忠云对报告团成员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朱
国茂表示崇高的敬意，对朱国茂的家属送上亲切慰问。他指
出，各级机关干部要以此次报告会为契机，深入学习朱国茂
先进事迹，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在每个人的工作
岗位上，在全市上下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拼搏实干的工作
氛围，凝心聚力，全力拼搏，做好城市更新、“双创”等全市中
心工作，扛起建设美好新海南的省会城市担当，加快推进国
际化滨江滨海花园城市建设，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

省检察院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向
党组汇报上半年工作

智能系统
提交“作业”

本报讯（记者曹飏 通讯员林玥）“1 月—7 月，全省各级
院公诉未检部门共受理侦查机关移送的各类案件 7253 件
9473 人，审结 6703 件 8477 人……”8 月 30 日，在省检察院机关
各部门负责人向省检察院党组递交“作业”的现场，省检察院
公诉处负责人郭胜兰在向省检察院党组汇报几个月来的工
作重要数据。汇报现场首次使用了智能语音识别系统，把发
言实时转换成文字。

“每个机关部门负责人都要过堂，向党组汇报这段时间以
来工作和存在的问题”，省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李梦林告诉记
者，“党组还会随机提问、点评”。这种把工作直接摊在台面上
的方式，让亮点、不足跃然会场。领导的随机提问更是要求各
机关负责人对自己负责的所有工作都要了如指掌。“不知道、
不了解、不懂这三种情况是不被允许的，可能要被党组问责”，
省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处负责人唐涛说，“这要求每位负责人
都要非常了解自己负责的所有工作，是压力也是动力，会鞭策
着自己更加专注自己的工作，努力做得更好”。

据了解，自 2012 年开始，省检察院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向
党组汇报工作制度开始实行，到今年已经是第 6 年。汇报会
根据需要每季度或每半年组织一次，每个部门负责人都要汇
报，旨在督促各部门更好地履行工作职责，规范执法行为。

刑释后重操旧业
万宁一男子因贩毒第三次受审

本报讯（记者郭彦 韩星）8 月 30 日上
午 9 时，万宁市人民法院对王某贩卖毒品
一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万宁市人大、政
协等单位近百人参与旁听。

经依法审查查明，2016 年 11 月 21 日，
贩卖毒品嫌疑人李某军供认他的上线是
王某，并电话联系王某购买毒品，双方约
定交易地点。当天 22 时许，王某开一辆
小轿车到达约定地点，李某军根据民警的
安排进入王某的小轿车交易毒品，但李某
军上车后王某突然开车逃跑，王某驾车逃
至定安县见龙大道天天加油站时，撞到路
边电线杆后被抓获，李某军趁机逃脱。民
警当场缴获王某驾驶的小轿车上挂包内
搜出 35 包毒品可疑物，另外从轿车方向
盘下方的塑料盖中查获 1 包毒品可疑物。

公诉机关认为，王某明知是毒品而非
法贩卖，数量总共折算为 178.23 克海洛
因。王某曾因犯贩卖毒品罪两次被判刑，
刑满释放未满五年又犯贩卖毒品罪，属累
犯且毒品犯罪再犯，应依法从重处罚。

牵引车撞摩托车
致一人死亡
洋浦法官和调解员连续

调解15小时终达赔偿协议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麦文耀 通讯
员符琳）8 月 21 日凌晨 4 时 46 分，王某某
驾驶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沿洋浦北部湾
大道左转弯进入腾洋路过程中，与曾某某
驾驶的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曾某某当场
死亡的重大伤亡道路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洋浦法院交通法庭的法
官和人民调解员协同交警启动应急预案，
积极安抚受害人家属情绪，避免家属因情
绪激动而做出过激行为，同时积极对双方
做调解工作。一方面受害人家属担心肇
事司机不赔偿，而肇事车主因担心自身人
身安全而拒绝到洋浦接受调解，致使调解
工作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工作僵持无进
展也使矛盾转向了法官和调解员，受害者
家属一度扬言要抬尸上路。

为消除双方顾虑，法官和调解员抓住
突破口，分头开展调解，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使受害人家属同意了仅由代表参与调
解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肇事者消除了
安全方面顾虑，也同意于 8 月 25 日到洋浦
与受害方协商赔偿事宜。8 月 25 日，在法
官和调解员的共同努力下，连续调解 15
小时，最终双方达成了 68 万元的赔偿协
议，真正化解了双方矛盾。

本报讯（记者陈敏）“2015 年 7 月 19 日
11 时 30 分，我下班正好路过超市门口，看
见一名男子正持刀疯狂追赶路上行人，沿
途群众见状四下逃散……”省见义勇为先
进分子、海口市白龙派出所便衣队员林海
激动地宣讲，拉开了“听英雄讲故事”座谈
会的序幕。

8 月 30 日上午，本报以“听英雄讲故事”
为主题，邀请 6 名见义勇为英雄、英雄群体及
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进行座谈，并对座谈会全
程进行网络直播，同时，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应用法律系的学生们也亲临现场听英雄们
讲故事，与英雄们互动交流。

6位英雄讲事迹
学生聆听受震撼

当天上午 8 点 30 分，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的学生们挤满了本报的会议室，已经通过媒
体详细了解过英雄们事迹的同学们，早早便
来到会场，希望亲眼见到英勇的英雄们。

“我当时见状，立即飞奔过去喝斥制止
对方，迅速扑向持刀的歹徒……”在座谈会

上林海的回忆，把在场的学生们带入了那惊
心动魄的场面。

“当时歹徒逃跑的时候还劫持一名年轻

女子。”林海说，自己见状也追了上去，持刀男

子在女子身旁挥刀乱砍，看到女子身处险境

之中，他迅速扑向持刀男子，紧紧抓住男子持

刀的手，男子恼羞成怒，对方挥拳击打自己的

面部，“很痛，但顾及不了。”林海介绍说，他忍

住疼痛，死死抓住男子持刀的手不放，趁男子

疏忽之际，被劫持女子挣脱了男子的控制，成

功逃脱并获救。之后民警赶到，在自己的配

合下，迅速将该男子制服。

省见义勇为英雄、法制时报记者李松梅

的英勇壮举，感动社会各界。在座谈会上，

李松梅也跟在场的学生们以及网友们分享

了自己见义勇为的故事。“2015 年 7 月 20 日，

我接到海口秀英区警方的电话，说有嫌犯劫

持了一名女护士，对方要求见一名女记者，”

李松梅说，赶到现场，当时她和嫌犯只隔一

道玻璃门，看到对方劫持人质，手里还拿着

一把尖刀，当时就要求对方换自己当人质，

为进一步稳住嫌犯情绪，让对方放松警惕，

她 还 机 智 地 拿 出 录 音 机 和 相 机 说 要 做 采

访。“我成功说服了嫌犯。”李松梅回忆称，趁

嫌犯打开房门之际，埋伏在门口的刑警、特

警雷霆出击，夺下嫌犯手中的钢刀，将其制

服，毫发无伤成功解救人质。 （下转 3 版）

肖杰主持召开省委社会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会议时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书记刘赐贵批示指示

用特区精神研究推进我省社会体制改革

肖杰主持召开省委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社会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会议肖杰主持召开省委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社会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会议 记者符传问 摄

听英雄事迹学英雄精神
本报昨日“听见义勇为英雄讲故事”直播获赞

村民纠纷化解在家门口
白沙县发挥治安中心户长作用缓解信访压力

□本报记者和婷婷 宋飞杰

户长周文馆在家门口调解村民纠纷户长周文馆在家门口调解村民纠纷 记者高凌摄

本 报 今 日
9：30 时 将 继 续
以“听英雄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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