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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Z 本报记者走基层
————看落实看落实 见行动见行动

法制时报社诚聘
因报社事业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下述职

位人员，诚邀社会各界优秀人士加盟共同发展。
一、招聘岗位及要求

岗位

报纸
记者
编辑

新媒体
编辑

社会稳
定风险
评估业
务经理

职数

2 名

1 名

1 名

素质要求

1.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2.较强的
新闻敏感性和扎实的文字功底；3.有新闻从业
经验及法学、新闻、中文等相关专业者优先；
4.年龄35岁以下。

1.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新闻、编辑
出版、计算机、中文、法学等相关专业，有较
强的新媒体编辑能力；2.熟悉新媒体各种运营
方式和推广手段，熟练运用检索功能，搜索编
辑新闻热点稿件；3.精通HTML、CSS等Web
前端开发技术，能熟练高效手工编写HTML
及CSS代码，确保代码对各种浏览器的良好
兼容性；熟悉运用常见JS开发框架，如JQue-
ry、SenCha Touch，能快速高效实现各种交互
效果；4.能胜任早夜班工作，具有一年相应工
作经验者优先；5.年龄35岁以下。

1.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法学、社会
学、经济学等相关专业；2.有较强的社会调
查、业务活动执行力和熟练编写各种项目报
告的能力；良好的理解、沟通、组织和协调管
理能力；3.具有一年以上稳评工作经验者优
先；4.年龄35岁以下。

二、报名方式

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毕业证、学位证、免冠照片等
资料发送至邮箱 fzsb00@163.com（邮件主题及文件名格式
为：姓名+毕业院校+应聘岗位），报名时请明确应聘岗
位。通知面试时，请携个人简历、身份证、毕业证原件和
复印件等相关材料。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20 日。

三、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法制时报社办公室 电话：0898-65986002

参加演练警察强攻解救参加演练警察强攻解救““人质人质””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在一起
案件中败诉，海口秀英法院执行遇阻

法官敢于碰硬
拘留法定代表人

被拘留者检讨错误主动与申请执行人和解

本报讯（记者陈超超 通讯员薛莹婕 吴玲妍）9 月 12
日下午，海口建岛工贸实业公司（下称建岛公司）经理周某
把一面写着“执法为民，力克执行难”9 个大字的锦旗送到
海口市秀英法院执行局法官聂晓桥手中，对聂晓桥在执行
中敢于碰硬、公正执法的行为点赞。

据了解，2012年，建岛公司与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委会（下称高新区管委会）因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产
生纠纷，经秀英法院和海口中院一审、二审，判决高新区管委
会向建岛公司返还征地预付款 240 万元及利息 345 万余元。
然而，高新区管委会没有主动履行法院判决确定的义务。

2013 年，建岛公司向秀英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秀英法院
受理后，依法冻结、扣划了高新区管委会银行存款 362 万元，
尚有 230 多万元（含逾期利息和执行费用等）没有执行到
位。因当时无法查明高新区管委会还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
产，建岛公司同意终结执行程序。

今年 4 月 25 日，建岛公司向秀英法院申请恢复执行，秀
英法院遂裁定恢复执行。但在执行过程中，高新区管委会法
定代表人林某拒不配合，即便案件承办人聂晓桥告知拒不配
合法院执行的法律后果，林某依然态度强硬。在报请院长批
准后，秀英法院依法对林某司法拘留。

被司法拘留的林某端正态度检讨自己的错误，并主动提
出与建岛公司达成和解，承诺于 8 月 31 日前支付 220 万元，
余款于 2018 年 2 月 10 日前支付。和解协议签订后，高新区
管委会如约在 8 月 31 日前支付了 220 万元给建岛公司。

侵占公款买私彩
无法弥补逃国外

海南某旅行社原女出纳
吴某絮被劝返，一审获刑2年
10个月

本报讯（记者陈敏 肖瀚）海南一家旅
行社女出纳吴某絮痴迷私彩，利用经手公
司现金的职务便利，将 80 万元据为己有，
因无法弥补库存逃往国外。

近日，海口龙华法院一审以犯职务侵
占罪，判处吴某絮有期徒刑 2 年 10 个月，
并责令其向被害单位退赔 80 万元。

2000 年 8 月 1 日至 2003 年 11 月期间，
吴某絮利用海南某旅行社出纳的职务便
利，将公司的 80 万元现金据为己有，用于
购买私彩。

2003 年 11 月初，贺某上任公司财务
经理，着手对吴某絮经手的账目进行盘
点。同年 11 月 6 日，公司财务部人员盘点
到吴某絮管理的现金库存时，吴某絮感到
自己侵占公司资金的犯罪行为即将暴露，
便借口家中有急事离开公司，找到吴某
某、吴多英、陈某某等亲人，告知自己挪用
了公司现金，因无法弥补库存想逃往国
外。在吴多英、陈某某（二人已判决）的帮
助下，吴某絮从海口乘船到广东湛江，后
转道广西南宁、北海及云南昆明，再以吴
某某的身份证乘飞机到达云南景洪逃往
泰国，在曼谷生活了 11 年。

2003 年 12 月 3 日，公安机关接到海南
某旅行社报案后，在吴某絮亲人吴某某的
见证下，将吴某絮任出纳期间经手的账目
移交给海南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审计结果为公司短缺现金共计人民币 357
万余元。

2014 年，公安民警对吴某絮在海口的
亲属做了大量劝返工作。同年 12 月 24
日，吴某絮从泰国返回海口，主动到公安
机关投案，庭审时供述利用职务之便，挪
用了公司 80 万元。

因涉嫌职务侵占罪，吴某絮被海口龙
华检察院提起公诉，认为吴某絮无视国家
法律，利用职务之便，将本单位人民币 357
万余元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为
已构成职务侵占罪。

“我确实挪用了公司 80 万元买私彩，
但不知道这样做构成了犯罪，当时想还这
笔钱，但是最终没有能力偿还。”吴某絮在
第二次庭审时这样供称。

龙华法院审理认为，吴某絮无视国家
法律，利用旅行社出纳的职务便利，将单
位资金 80 万元占为己有，数额较大，其行
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应予惩处。

据了解，公诉机关起诉吴某絮侵占公
司的款项为 357 万余元，依据的是会计师
事务所的审计报告，但审计报告所依据的
相关基础材料没有存档备查，现在已无法
查找，法院认为采用审计报告作为认定犯
罪数额的依据，对吴某絮不公平，应予以
更正，为此作出以上判决。

澄迈县福山镇卫生院原
院长何发奋

涉严重违纪被查
本报讯（记者肖倩）9 月 13 日，澄迈县

纪委通过其官方微信平台发布消息，澄迈
县福山镇卫生院原院长何发奋涉嫌严重
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本报讯（记者张英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
讯员王坤）9 月 12 日，我省 2017 年度反恐演
练在海口举行。省公安厅、省武警总队、省
边防总队、省消防总队及海口市公安局特警
支队官兵共 260 人参加演练。

据介绍，本次反恐处突综合演练以暴恐
分子携带枪支和爆炸装置潜至海口劫持大
巴、在人员密集的广场持刀袭击群众为假想
科目。

当日 16 时整，在省反恐办指挥下，多支
省级反恐突击力量针对假想暴恐活动，通
过密切协作，演练了快速堵截、强攻解救人
质、综合搜排爆、快速灭火等内容，展示了
警用无人机、排爆机器人等新装备的战术
运用。

现场观摩演练后，省反恐办主任、省公
安厅副厅长张兆腾表示，各参演单位紧紧围
绕练组织指挥、练机制磨合，练战术协同，从

严从难、贴近实战，以扎实过硬的本领和昂
扬的精神状态，展现了快速反应、科学部署、
高效处置的专业水平和战斗能力，充分展示
了我省省级处置力量的能力水平。

张兆腾要求各反恐成员单位进一步健
全反恐处突工作机制，完善应急处置预案，
强化实战训练，加强值班备勤，确保关键时
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以决战决胜姿态
夺取“十九大”安全保卫战全面胜利。

我省举行年度反恐演练，快速堵截、强攻解救人质、综合搜排爆、快速
灭火轮番登场

各警种260人参加演练
排爆机器人惊艳亮相

实习是每位高校毕业生的必经阶段，
在这期间因工作受伤能否被认定为工伤？
是否受到法律保护？9 月 13 日，海口秀英法
院成功调解的一起大学生在实习工地受伤
引发的赔偿纠纷案，让我们可以从中获得
一些答案。

大二生实习工地受伤致残

2014 年 5 月，在四川一家职业技术院校
土木工程系读大二的蒋某宇，经学校推荐
来到位于海口市的四川某建设工程公司海
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实习，实习
期一年。从四川远到海南实习，没出过远
门的蒋某宇觉得很高兴。

实习期间，蒋某宇在职职务是安全员，
主要负责在施工工地对回填土方的外来车
辆进行验收、指挥、签字并开具发票。

2014 年 12 月 21 日，蒋某宇像往常一样
在工地指挥车辆。下午 2 时许，车辆并不
多，蒋某宇坐在电动车上，准备提前填写好

部分票根。就在这时，来了一辆满载土渣
重达 30 吨的大货车，倒着驶向了蒋某宇，当
蒋某宇发现大货车即将撞到自己时，为时
已晚，电动车把他的脚给绊住了，他没能躲

开，双腿被轧了。
经海南省农垦总医院急救，蒋某宇的

命保住了，但受伤严重的右腿被高位截肢，
经鉴定为四级伤残。

用人单位不服工伤认定败诉

事故发生后，由于工地没有监控设备，
交警通过现场勘查及走访当事人和相关证
人，最终认定肇事司机负主要责任。

2015 年 1 月，蒋某宇向海口市人社局提
出工伤认定申请，同时提供了相关证据材
料。海口市人社局受理后，依照法定程序
经调查核实，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
蒋某宇在工作中被工程车辆碾轧受伤的情
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属于认
定工伤的范围，所受伤害为工伤。

工程公司对此不服，在申请行政复议
未果的情况下，向秀英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海口市人社局撤销工伤认定。工程公司辩
称，公司与蒋某宇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
系，蒋某宇还是在校学生，在外实习是为了
积累实践经验，是课堂学习的延伸，并不具
备劳动者的主体资格，同时蒋某宇也并非
因工作原因受伤等。 （下转 5 版）

大二学生工地实习遭车碾轧致残起诉单位支付伤残补偿金等200万
余元，海口秀英法院多次调解促双方达成协议

受伤大学生获赔80万元
□本报记者陈超超 李松梅 通讯员薛莹婕

殷娟向原告代理律师解答有关赔偿规定殷娟向原告代理律师解答有关赔偿规定

记者陈超超 摄

本报讯（记者肖倩 通讯员姚嘉）海南
廉政网 9 月 13 日发布消息，国庆、中秋两节
将至，为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
防“四风”问题反弹回潮，省纪委近日下发

《关于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确保国
庆中秋风清气正的通知》，重申“两节”期
间纪律，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发力

加压，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确保以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迎接、服务、保障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通知》重申节日期间“八个严禁”：严禁
用公款送月饼送节礼；严禁领导干部收受月
饼等节礼；严禁以各种名义突击花钱和滥发
津补贴、奖金和实物；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

或安排与公务无关的宴请；严禁接受管理服
务对象吃请；严禁公款购买、消费白酒等酒
类；严禁用公款安排旅游、健身和高消费娱
乐活动；严禁公车私用、私车公养。

《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进
一步拓宽监督渠道，充分利用信件、电话、
网络、微信等多种途径，主动接受群众举

报。对节日期间不收手、不知止的顶风违
纪行为，以及潜入地下的隐形变异“四风”
问题，坚决从严从快从重处理，一律点名道
姓通报曝光。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组
织监督检查和明察暗访，省纪委将于中秋、
国 庆 期 间 在 全 省 范 围 内 组 织 开 展 明 察 暗
访，确保风清气正。

省纪委下发通知重申“八个严禁”
严防“四风”问题反弹回潮，确保今年国庆中秋两节风清气正

屯昌举行反邪教和禁毒宣传活动，已
实现全县小区反邪教宣传全覆盖

已建79个村级反邪教宣传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