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市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座谈

倾听意见建议
接受监督

本报讯（记者曹飏 通讯员杨猛）9 月 13 日，海口市检察
院邀请该市部分人大代表参加座谈，征求代表们对全市检察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海口检察院领导介绍了今年以来海口检察机关在执法
办案、服务大局、司法改革和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开展情
况。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对海口市检察工作取得优异成绩表
示充分肯定，并就推进检察业务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
行交流讨论。

与会代表针对该市检察工作实事求是地提出意见，要
求围绕全市开展大研讨大行动以及“双创”、水体治理、城
市更新、扶贫工作、打违控违、重大工程项目等中心工作，
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要充分发挥职务犯罪预防职能作
用，进一步实现预防工作全覆盖，特别是旧城改造、农村
帮扶、重点工程中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要加大对人民群众
高度关注的民生领域犯罪的打击力度，把检察触角延伸
到生态环境和资源环境保护、国有资产流失等领域，认真
做好公益诉讼支持起诉工作。

座谈会现场座谈会现场

本报讯（记者陈武 刘武军 通讯员谭华
暖）9 月 13 日上午，三亚市司法局、三亚市
普治办在明珠广场举办“大力宣传民法总
则 彰显时代法治精神”为主题的宣传咨询
活动。

活动现场，许多市民游客朋友也积极
参 与 到 宣 传 中 来 ，成 为 一 名“ 普 法 宣 传
员”。活动就《民法总则》开展法律知识有
奖竞答，现场设置了“行走中的民法”“法律
保护区”趣味游戏。活动方式简单易懂，群
众参与热情高。

据了解，为深化《民法总则》学习宣传活
动，三亚市司法局组织开展“五个一”宣传活
动，即开展一场大讲堂活动、举办一场现场
宣传咨询活动、组织一个微信有奖竞猜活
动、在三亚广播电视台举办一期释义节目、
举办一期沙龙；依托“一村（社区）法律顾问”
平台开展百场法治讲座下基层活动，在 144
个村（社区）铺开宣传活动，受到群众欢迎。

三亚举行系列宣传活动掀起学习《民法总则》热潮

百场法治讲座下基层受欢迎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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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传敏 通讯员谭礼宪）认
为自家“泰迪犬”被散步路过冯某踢伤，孙某
怒而起诉冯某要求赔偿宠物狗检查费、治疗
费等共计 6869 元。9 月 8 日，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并当庭作出判决，
驳回原告孙某的诉讼请求。

孙某在琼中县营根镇某住宅小区居住

并饲养一条“泰迪犬”宠物狗。今年 6 月 24
日傍晚时分，被告冯某散步经过孙某居住的
小区。突然间，有几条狗向冯某跑过来，冯
某下意思地跺一下脚。几条狗喊叫着离开
了冯某。此时，听到狗叫声的孙某夫妇从自
己家走出来，以冯某踢伤其“泰迪犬”为由不
让冯某离开。争执不下，冯某只好与孙某签

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由冯某负责赔偿
“泰迪犬”的检查费、医疗费。事后，冯某一
直没有向原告孙某作出赔偿。今年 8 月 2
日，孙某向琼中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冯某赔
偿“泰迪犬”的检查费、骨折治疗费 6869 元。

法院开庭审理查明，原告的“泰迪犬”没
有办理饲养登记手续，“泰迪犬”的名称不明

确。原告举出的证据不能证明其诉讼请求、
主张成立。据此，琼中法院当庭作出一审判
决，驳回原告孙某诉讼请求。

该案法官说，根据规定，饲养宠物狗必
须办理饲养登记、领证手续。同时，动物致
人损害，动物饲养人还应承担无过错的严
格责任。

本报讯（记者刘毓安 通讯员尚善利）
海口琼山法院执行局 3 名干警近日辗转海
口、深圳和珠海三地，成功找到拖欠民工
工资的王某，执结一起拖欠农民工工资
案，为申请执行人李某讨回被拖欠的 4.5
万元工资。

据了解，李某曾在王某承包的工地打
工，工程竣工后，王某并没有按时给付工
资，而是给李某打了一张欠条。李某多次
催要未果后，将拖欠工资的包工头王某告
上法庭。法院经审理后支持了李某的诉讼
请求。但在判决生效后，王某却拒不履行
法院的生效判决，并声称工资早就给了李
某，只是没有拿回欠条。今年 5 月，李某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此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经调查发
现，王某在海南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
执行一度陷入僵局。然而，承办法官没有
放弃希望，坚持通过各种途径查找被执行
人王某的财产信息。最终，法官在网上查
询到王某名下有一辆奥迪小轿车，注册地
是深圳，申请执行人也得到可靠线索，王某
正在珠海某处工地承包工程。该院执行局

3 名干警立即赶赴深圳，在深圳市车管所对
王某的车辆进行查封。

车辆查封之后，干警们又马不停蹄地
赶往珠海来到王某家中对其耐心地释法

说理。最后，王某和李某达成和解，王某
当场支付李某 4.5 万元。拿到拖欠多年的

“血汗钱”，李某对法官表示感谢，并对法
院执行力给予点赞。

本报讯（记者李传敏 通讯员谭礼宪）90
后小伙吴某无证驾驶他人的小轿车在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墟发生连环撞车祸致
一家 3 人受伤。9 月 11 日，此案在琼中法院
开庭审理。

2016 年 10 月 22 日傍晚，90 后小伙吴某
（1992 年 10 月 7 日出生，未取得驾驶证）驾驶

梅某交给他的小轿车，沿海榆中线由琼中湾
岭镇往屯昌县枫木镇方向行驶，车开到湾岭
墟街道路段时，车辆突然失控冲向左侧车
道，碰撞到王甲驾驶的一辆普通二轮摩托车
（搭载王甲儿子王乙、儿媳妇郑某）后，再冲
上街道的多级台阶，并撞上其他车辆后抛
锚。此次事故导致王甲、王乙、郑某严重受

伤，并入院治疗。事故发生后，有网友将事
故现场、事故视频发送到微信上，从而引起
社会关注。

今年 3 月，王甲一家将吴某、梅某及车主
贾某告上法庭，请求 3 被告共同赔偿损失。
琼中法院 9 月 11 日开庭审理此案。法院未
当庭宣判。

本报讯（记者蒙职宇 通讯员张维雅）屯
昌法院南坤法庭近日以一起故意伤害案进
行司法确认为契机，在辖区派出所内开展了
一场生动的法制宣讲活动。

8 月 15 日，屯昌县南坤派出所来电称，
辖区内一起故意伤害案双方当事人已经达
成调解意愿，请求屯昌法院确认调解协议
效力。

承办法官了解到，王某酒后寻衅滋事
无故打伤在路边休息的黄某，后王某又叫
来两个兄弟钟某和吴某前往黄某家中再次

殴打黄某，致其鼻梁坍塌、全身多处软组织
挫伤，已经构成轻伤二级。但事后滋事方
三人认罪态度良好，积极支付医疗费等其
他费用，已取得黄某谅解。通过南坤派出
所调解，双方达成调解意愿并申请法院进
行司法确认。

经过审查，本案符合请求确认人民调解
协议的受案条件，法官当场决定受理此案。
但鉴于此类案件在农村青年中具有高发性，
该院决定在司法确认受案现场开展法制宣
讲活动，通过“一案”教育“一片”。承办法官

就请求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受案条件和法
律效果进行了宣讲，阐明必须是双方当事人
已经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并同时向法院申请，
调解协议经法院审查符合法律规定，一经确
认的调解协议便具有了强制执行效力，无需
再通过民事诉讼，申请人便可直接持法院司
法确认文书向法院申请执行，既能快速固定
调解成果，又能节约时间成本。

宣讲活动结束后，申请人王某、钟某、吴
某当即向申请人黄某支付 6 万元的赔偿金，
现场握手言和。

当事人和解申请司法确认
屯昌法院借此进行法制宣传通过“一案”教育“一片”

40天常规巡察
发现136个问题

万宁市委约谈4单位负责
人落实整改

本报讯（记者肖倩 通讯员王立刚）海
南廉政网 9 月 13 日发布消息，日前，万宁市
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巡察约谈会，集
体约谈4个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人。

今年 3 月 20 日至 4 月 30 日，万宁市派
出 4 个巡察组对该市国土资源局、市扶贫
工作办公室、东澳镇、三更罗镇等 4 个单位
党组（党委），开展为期 40 天的常规巡察，
发现问题 136 个，发现问题线索 81 件 154
人，其中科级党员干部 31 人。目前，问题
线索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据了解，为落实整改工作，万宁市委巡
察工作领导小组专门召开此次巡察约谈会。

会上，4 家单位主要负责人逐一表态，
将坚定整改信心和决心，不折不扣抓好巡
察整改落实。

三亚一女子举报老公赌博

民警根据线索
抓获7名涉赌人员
本报讯(记者陈武 刘武军 通讯员冯谋瑞)根据群众举

报，三亚藤桥边防派出所近日在三亚海棠区一间民宅内捣毁
一赌博窝点，抓获涉赌人员 7 名，缴获赌资 340 元。

“我老公天天在藤桥某酒店附近的一个房屋内赌博，我
要举报！”9 月 7 日上午，藤桥边防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辖区
群众报警电话。民警根据线索进行深入排查，发现某酒店
附近的一间民宅内有大量人员聚集，行迹十分可疑，且在
房屋外面有可疑人员“放风”看守。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
警立即对民宅周边的情况进行分析了解，在充分掌握该窝
点人员出入规律后，果断布控抓捕。当天下午，民警当场
抓获 7 名正在赌博的违法嫌疑人，查获涉赌工具一批、赌资
340 元。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对 7 名违法嫌疑人处以行政拘留 15
日并罚款 1500 元的处罚。

东方市两男子因口角“约架”

事后报警3人被拘留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曾群飞 梁世杰）喝酒时发生

矛盾，东方市感城镇的青年黄某与麦某约好时间地点打
架。9 月 9 日，因参与打架斗殴，黄某、麦某被东方公安边防
支队感城边防派出所行政拘留，而赶来“支援”的黄某某，
也被处罚。

据了解，去年 10 月，感城镇感北村青年黄某与感城村青
年麦某因喝酒发生矛盾。今年 8 月 25 日凌晨，两人再次在感
城镇国道边相遇，可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几句争吵过
后，双方选择了自认很“江湖”的方式处理，约到感城镇一灯
塔附近打架。

黄某为了确保绝对优势，就叫上弟弟黄某某一同参与。一
番打斗过后，3人均不同程度受伤。麦某先行离开到感城镇卫
生院治疗伤情，并因这场不公平的“约架”而选择报警，随后赶
到卫生院治疗的黄某兄弟二人也报警称被麦某打伤。

感城边防派出所民警经过调查，对 3 人作出行政拘留的
处罚。

酒桌上发生争执

澄迈一男子
夺刀砍死人获刑

本报讯（记者陈敏 肖瀚 通讯员张余
武 陈德文）澄迈男子王某涛与被害人刘某
明发生争执，王某涛夺过刘某明的刀将其
砍死。近日，省一中院一审判决被告人王
某涛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2016 年 12 月 23 日，王某涛到澄迈县
红岗农场上位村刘某平家的茶店喝酒，刘
某明拿着一瓶鹿龟酒来到王某涛等人的
饭桌上敬酒。

期间，刘某明一直唠叨,“你们赚到钱
了，很厉害，烟也不给我抽，酒也不拿一瓶
给我喝”等一些让他们感觉很不高兴的
话。

而后王某涛与刘某明发生争执，在
争执过程中，王某涛从刘某明手中抢过
一个鹿龟酒的酒瓶砸中刘某明的头部，
又用茶桌上的茶杯砸中刘某明的头部。
在场吃饭的朋友见状便上前劝阻他们，
茶店老板也出来制止，随后王某涛往自
家方向走去。刘某明从茶店厨房内拿上
一把刀追赶王某涛，争执过程中，王某涛
抢过刘某明手里的刀，在刘某明的左肩
部及后背部砍了数刀。之后，刘某明因
抢救无效死亡。

省一中院经审理认为，王某涛行为已
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宣
判后，王某涛认为量刑过重，但是否上诉
要考虑后再决定。

见工地电动车未拔钥匙起贪念

海口2名工人
合盗电动车获刑

本报讯（记者陈超超 通讯员吴达忠）胡某和胡某某均是
海口某工地的电焊工，两人下班后在工地门口看到一辆挂着
钥匙的电动车突然起了贪念，合谋将车辆盗走。海口秀英区
法院近日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胡某拘役 6 个月，并处罚金
1000 元；判处被告人胡某某拘役 5 个月，并处罚金 1000 元。

今年 3 月 8 日下午，胡某某、胡某从海口市长天路某工地
下班时，发现符某某停放在工地门口路边的一辆深红色梦绿
牌电动车上挂着钥匙，两人遂合谋盗窃，由胡某某望风，胡某
骑上电动车，将车盗走。符某某下班发现电动车被盗后，查
看监控发现系胡某、胡某某所为。

随后，经工地相关人员电话联系，胡某某将车送回工
地。胡某也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盗窃事实。经
鉴定，被盗电动车价值 3192 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胡某、胡某某有自首情节，依法
可以从轻处罚。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万宁检察院案件审查逮
捕阶段全面使用电子卷宗

提升管理效能
提高工作效率
本报讯（记者郭彦 韩星 通讯员张世

标 林昕）省检察院侦监处、案管处近日联
合下发《关于在审查逮捕阶段使用刑事案
件电子卷宗的通知》，万宁市检察院第一
时间组织落实，9 月 4 日正式在审查逮捕阶
段全面使用电子卷宗，截至 9 月 13 日，已
受理 18 宗审查逮捕案件，共制作上传电子
卷宗 38 册。

据介绍，该院侦查监督局、检察业务管
理局负责人主动积极与公安机关沟通协
调，就公安机关在移送审查逮捕案件时一
并移送卷宗光盘达成共识，并就审查逮捕
案件电子卷宗制作要求达成合意，共同推
进审查逮捕案件电子卷宗制作工作顺利进
行。同时，安排专人严格审查公安机关在
移送审查逮捕阶段案件时一并移送的电子
卷宗是否存在漏页、页码不连贯等问题，并
确保当日完成电子卷宗上传工作。

万宁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电子
卷宗为院领导和上级院对案件实质性监
控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提升了司法管理效
能。同时，案管部门在流程监控与案件质
量评查时利用电子卷宗直接在网上进行
监控、评查，不再需要调阅案卷，大大提高
了工作效率。

“泰迪犬”被路人踢伤孙某起诉索要医疗费

因无证养狗被法院驳回诉请

海口琼山法院干警辗转多地执结一起欠薪案

帮农民工追回4.5万工资

琼中“90后”小伙无证驾驶他人车辆致3人受伤被起诉

网友将事故现场发微信引关注

执行干警对被执行人耐心释法说理执行干警对被执行人耐心释法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