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肖倩 王慧 通讯员张斌
冯开熙）2 月 6 日上午，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
某项目售楼处出现 34 人集体上门讨要工程
欠款，要求公司支付工程款 1684 万（含材料
费和工人工资），并在现场拉起横幅、封堵项
目路口和干扰旁边道路通行。

云龙镇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领导小组
接到报告后，组长冯尔月带领云龙镇社保
所、云龙派出所、云龙司法所相关人员第一
时间赶到现场处置，并上报琼山区劳动监察
大队。经查，某建工公司为该项目承建方，
现场 34 人大部分是某建工公司的分包商。
该项目已完工多时，但由于项目方与承建方
未就结算达成一致，某建工公司拿不到结算

款无法支付分包方工程款，导致 34 人来到项
目现场讨要说法，要求结清工程欠款。

在现场，参与处置的镇政府、派出所、司
法所、区劳动监察大队等多部门领导和工作
人员，在了解基本情况后，组织当事方代表
进行协商。冯尔月向项目方和承建方双方
代表分析了事件性质，阐明了利害关系。云
龙镇常务副镇长符翔禹调解时建议某建工
公司统计欠薪情况，项目方先行支付该款
项，并由琼山区劳动监察大队和云龙司法所
监督执行。同时要求双方加快结清其他款
项，确保纠纷尽快解决。最终，协调各方同
意了提议的解决方案，经登记相关信息后，
现场人员自行散去。

34人在售楼处讨工程款干扰道路通行，海口云龙镇多部门联合处置

先付欠薪的解决方案获各方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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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超超 通讯员黄展健 刘
佳灵）自去年 11 月 15 日全省检察机关派驻
乡镇检察室工作会议召开以来，海口市秀英
区检察院充分发挥派驻永兴检察室“检察监
督侦查兵”职能，切实把生态检察工作与生
态领域公益诉讼线索摸排相结合，在辖区内
发现了 15 件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并据
此发出督促履职检察建议。

据介绍，该院与秀英区水务局会签了《关
于协同推进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保护工作机
制的意见》(下称《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联席

会议、检察观察员、工作协作、工作通报、信息
共享、线索移送、联合培训、普法宣传等8项工
作机制；该院与海口市信息中心签订协议，将
海口市“12345+河长共治监控平台”接入到永
兴检察室监控中心，实时监控辖区破坏水文
环境、非法采砂等违法情形；该院联合区水政
监察大队执法人员在南渡江东山段开展生态
巡查，重点对该区域近期频发的非法采砂问
题进行调研，进一步明确了以堆砂点为抓手
反向治理非法采砂的工作方向。

永兴检察室运用无人机对辖区内非法

采矿、非法洗砂、生猪养殖污染等破坏环境
的问题进行摸底调查，先后发现行政执法监
督线索 15 件，主要涵盖了搅拌站、洗砂、采
砂、排污等问题。针对举报人反映的破坏生
态线索，永兴检察室通过“2+2”(即：2 名干警
携带无人机到达现场，将实时画面通过 4G
网络传输至生态监控中心大屏幕，2 名干警
与举报人同在监控中心利用微信语音遥控
指挥)的方式进行现场确认。目前，该院根据
针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及时向相关部门发出
检察建议，督促依法履职。

海口秀英区永兴检察室发挥“检察监督侦查兵”职能

发现破坏环境线索15件

本报讯（记者李崇育 通讯员朱晨鹏 任
永峰）榜样的誓言铿锵有力，典型的精神照耀
前行。2 月 6 日晚，海南边防总队在海口举办
第四届“十大边防卫士”先进事迹报告会暨颁
奖典礼，来自全省边防一线的 10 名官兵受到
表彰，并为现场官兵作了先进事迹报告。

据了解，省边防总队“十大边防卫士”评
选每年一次，经全省边防官兵投票产生。今
年十大边防卫士有：用生命守护陵水疍家渔

民的王永献；用真心和真情温暖澄迈百姓的
王隆彪；创建三亚海上流动党支部的罗健；
在三尺验证台上守护国门的边检之花姜萍
萍；兢兢业业的边防女护士刘立元；驻守南
海岛礁 14 年的三沙班长李振宝；春风化雨教
导员向启高；足智多谋的办案能手彭科、邓
少玮、林子轩。

2017 年以来，全省公安边防部队出色完
成了以十九大边防安保为中心的各项重大

任务，特别是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安保、禁
毒三年大会战等任务中充分发挥了排头兵、
主力军作用，有力维护了辖区、口岸和部队
内部安全稳定。广大官兵高举旗帜、看齐追
随，聚力维稳、心系群众，严守纪律、公正执
法，为推动公安边防工作和部队发展建设作
出了突出贡献，在执勤执法、群众工作、知兵
爱兵、边检提服、政治工作、后勤建设等各条
战线上涌现出了一大批创先争优、岗位建功

的先进典型。
此次先进事迹报告会以“学榜样勇担

当，铸忠诚迎考验”为主题，综合采用了音
乐情景、视频再现、报告采访互动、官兵群
众讲述、评语总结等艺术表现形式，分百姓

“守护者”、业务“排头兵”、岗位“坚守者”和
执法“急先锋”四个篇章，从不同角度、不同
侧面讲述了 10 位“十大边防卫士”的先进感
人事迹。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邝小蕊 沈
小龙)2 月 5 日 17 时许，在经过连续 7 个小时
的工作之后，海口市美兰区法院执行局法官
顺利将 1 名拒不执行、辱骂威胁法官的某汽
车租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某送入海
口市拘留所。

据了解，申请执行人钟某某与被执行人
劳某某、陈某、海南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田
某某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美兰区法院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作出生效判决，判令劳某
某、陈某分别向申请执行人钟某某支付赔偿
金 33750.6 元和 48500.4 元，海南某汽车租赁
有限公司、田某某承担连带责任。但判决生
效后，上述被执行人均未履行，钟某某遂向
法院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美兰区法院

依法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上述
被执行人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但 4 名
被执行人拒不履行。

2 月 5 日上午，执行干警传唤被执行人
海 南 某 汽 车 租 赁 有 限 公 司 作 执 行 和 解 工
作。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某对法官的
释法析理和好言劝解完全不理会，反倒不断
使用言语辱骂，且威胁执行法官“你过年当
心点！”鉴于该公司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所确
定的义务且拒不申报财产，执行法官梁丽丽
立即报院领导批准决定对该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张某某司法拘留 15 日，由 3 名司法警察
押送海口市拘留所。

在拘留押送过程中，法官助理沈小龙在
驾驶车辆时发现张某某的朋友暗中驾车全

程尾随法院车辆，梁丽丽及时与执行局其余
干警沟通协调并更新执行方案，在确保干警
及被执行人安全的前提下，保证拘留行动顺
利完成。

当日下午 2 点整，干警们押解张某某前
往海口市人民医院检查过程中，突然有多名
人员前来阻挠张某某体检，多次对执行干警
进行人身言语辱骂和威胁，并恶意推拉执行
局干警。执行法官立即将情况向局领导汇
报请求增援。

在 4 名法警到场增援后，张某某顺利完
成体检。在医院确认张某某无重大疾病的
情况下，执行局的干警顾不上休息，马不停
蹄地赶往海口市拘留所，于当日 17 时将张某
某移送拘留。

拒不执行判决还辱骂威胁法官
海口美兰区法院依法拘留一“老赖”

本报讯（记者陈武 刘武军 通讯员云
惟琛）2 月 6 日下午，海南省三亚强制隔离戒
毒所组织开展“诵家书 传亲情”家书朗诵比
赛活动。

“爸，妈，请你们再相信我一次，相信我
一 定 能 破 茧 成 蝶 ，在 明 亮 的 天 空 展 翅 高
飞！”戒毒人员黄某念完自己写给父母的家

书，已是泣不成声，那一份拳拳思念、一份浓
浓牵挂、一份沉沉诺言，全部融入了家书之
中，引起大家的共鸣。在动听感人的配乐
中，参赛选手们时而因感伤而泪眼涟涟，言
语眉眼间，尽是感情的流露，深深打动了在
场的观众。

此次比赛既抒发了戒毒人员的春节思

乡之情，又唤起了他们对家庭的重视和对亲
情的珍惜，引导戒毒人员积极向善，使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戒毒人员中传承和培
育，并指引他们走向新生的光明坦途。

比赛的家书在赛后将统一寄给戒毒人员
家属，让家属能收到戒毒人员在戒毒所内的
祝福，搭建戒毒人员与亲人之间爱的桥梁。

省三亚强制隔离戒毒所举办一封家书朗诵比赛

诵家书 传亲情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麦文耀 通讯员崔
声波 林翠芝）2 月 6 日，儋州市检察院召开
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路志强在省检察院七届党组第一
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会议就落实讲话，要求班子成员及部
门负责人要激发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深入学习领会路志强提出的检察工作“三
大理念”，即“改革创新，勇创一流”的工作
理念、“宽严相济，公正高效”的办案理念

和“忠诚担当，廉洁奉公”的服务理念，学
习掌握路志强提出的“目标管理五步工作
法”，做到与省检察院新一届党组思想上
统一、步调上一致，推动检察工作更上新
台阶。

省二中院送法进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强化村民环保意识
本报讯（记者陈敏 肖瀚 通讯员罗凤

灵 吴笛）省二中院近日联合多家单位深入
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黎村苗寨，向
200 余名村民讲解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
律知识，引导广大黎族苗族村民积极参与
环境资源保护，强化村民环保意识。

在乐东黎族自治县万冲镇南盆村宣讲
会上，法官通过张贴海报、展示环保图片、
悬挂横幅标语、发放宣传册、PPT 宣讲、现
场答疑等形式，向广大村民宣传生态环境
保护方面的法律知识。法官就村民提出
的问题，依据法律法规现场一一作了解答。

同时，环资庭法官还奔赴尖峰岭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与管理局、森林公安局执
法人员就涉环境资源行政、刑事案件法律
适用、司法尺度进行了沟通交流，努力形
成行政执法、司法保护的合力。

澄迈多部门联合开展法
治宣传进社区活动

律师提供法律咨询
本报讯（记者王季 通讯员王慧珍）2

月 7 日，澄迈县司法局会同该县总工会、团
县委、妇联、县侨联、金江镇政府等单位在
金江镇文明社区开展了法治宣传进社区
活动，进一步加强社区居民法治宣传教
育，不断提升居民的法律素养。

活动中，法治宣传展板一字摆开供市
民群众观看，流动法治宣传车巡回进行法
治宣传，法律援助志愿者律师为群众提供
法律援助咨询服务，主办单位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向居民群众发放了法治宣传手册、
宣传折页、普法笔记本、法治宣传单以及
普法环保袋和物品，宣传宪法、禁毒、劳动
争议、反邪教等方面法律法规知识。

东方司法局板桥司法所
组织社区矫正人员集体学习

开展安全警示教育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钟永娜）2

月 5 日，东方市司法局组织在册矫正对象
在司法所集合，举行春节期间矫正安全管
理警示教育会。

据了解，该局板桥司法所于当天 9 时
组织在册矫正对象在司法所集合，举行春
节期间矫正安全管理警示教育会。该所所
长黄壮要求社区矫正人员必须每日向所里
报告具体位置及动向，严格遵守请销假制
度，在特别时期必须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
服从落实司法所的各项监管措施；告诫社
区矫正人员在服刑辖区内做到远离黄、赌、
毒，不酗酒不闹事，不酒后驾车，不参与违
法活动和群体性事件，防止发生安全事故。

省检察院领导到琼海检察院

开展专题调研和慰问
本报讯(记者黄赟 通讯员赵旭）2 月 5 日下午，省检察院

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吴彦一行 6 人到琼海检察院开展专题调
研和慰问工作。

会上，调研组听取了琼海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佟莉
莉的工作汇报。听取汇报后，吴彦指出，琼海检察院取得了
令人满意的成绩，亮点很突出。通过此次调研来看，班子和
干警在方方面面展示出来的精神面貌，体现了琼海检察院领
导班子是一个团结高效、能干事的班子。

会后，吴彦代表省检察院党组对琼海检察院全体干警进
行了慰问，表达了省检察院党组对琼海检察院全体干警的关
心和关怀。

省司法厅领导到海口法律援助中心

慰问基层一线工作人员
本报讯（记者肖倩 王慧 通讯员曹旭）2 月 7 日下午，省

司法厅副厅长陈国庆带队到海口市法律援助中心，看望慰问
工作在基层一线的工作人员。

陈国庆在海口市法律援助中心窗口服务大厅与法律援
助工作人员、志愿者及值班律师进行亲切交谈，对海口市法
律援助窗口规范化管理给予充分肯定，要求大家要时刻以
困难群众为中心，强化对弱势群体及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
服务能力，提升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满意度；在春节
前全体工作人员和律师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各司
其职，坚守工作岗位，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法律
援助服务。

省监狱管理局慰问基层一线民警

检查春节安保工作
本报讯（记者肖倩 王慧 通讯员彭先帮 王莹 徐丽丽）

省监狱管理局党委班子成员近日到基层监狱一线，看望慰问
基层民警职工并检查指导春节期间安全稳定工作。

据了解，安全稳定工作是当前监狱工作的重中之重，在
春节临近的这个重要时间节点上，省监狱管理局党委成员深
入监狱基层一线走访慰问、检查指导安全稳定工作，对进一
步做好今年各项工作意义重大。

海口美兰区政法委领导到基层慰问

与困难群众亲切座谈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特约记者张振儒 通讯员唐心彬)

2 月 6 日下午，海口市美兰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裴克波一
行到美兰区灵山镇对 5 户困难群众进行慰问。

裴克波一行依次来到了吴乾朋（困难老党员）、陈永师
（困难计生户）、蒙海花（低保户）、陈光炽（特困供养人员）和
吴淑玉（困难道德模范）的家中，送上慰问金和物资，与困难
群众亲切座谈，详细询问家庭情况和身体状况、反复叮嘱孤
寡老人天冷加衣，对吴淑玉几十年如一日照顾孤寡老人的行
为表示肯定和赞扬。

乐东召开见义勇为人员座谈会

发放慰问金1.6万元
本报讯（记者陈太东）2 月 7 日下午，乐东县委政法委、

县综治办、县见义勇为工作协会召开见义勇为人员座谈会，
并为全县 8 名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属送上了节日慰问，共发
放慰问金 1.6 万元。

座谈会上，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县见义勇为工作协会
会长何荣平详细询问了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属的工作、生活
现状，对他们一身正气、在群众危难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勇于伸
出援手的崇高精神给予高度赞扬，鼓励他们好好生活，保持积
极乐观心态，一如既往地发扬见义勇为精神，协助相关部门做
好见义勇为宣传，为平安、和谐乐东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昌江边防慰问辖区贫困户

为村民送慰问品
本报讯（记者郝文磊 麦文耀 通讯员付雯雯）2 月 6 日，

昌江黎族自治县公安边防支队沙塘边防派出所辖区慰问扶
贫帮扶对象和困难户。

期间，该所官兵在村委会干部的陪同下，深入帮扶的贫
困户家中，实地察看了贫困户的日常工作生活情况，送上大
米、油等慰问品，给他们带去了全体官兵的新春祝福，同时就
如何解决脱贫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与他们进行交流，提出
了具体的办法和思路。

海南边防总队举办先进事迹报告会暨颁奖典礼

10名边防一线官兵受表彰

澄迈检察院开展庭审观摩

全体干警到场观摩
本报讯（记者王季 通讯员王咸青）由澄迈县检察院报送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的卢某君、李某某等 8
人贩卖毒品案，近日在澄迈县法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澄迈
县检察院公诉部门全体干警到场全程观摩该案庭审情况。

庭审过程历时 10 个小时，公诉人与 8 名被告人的 13 名辩
护人就案件事实、证据和定性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法庭辩
论。该院公诉局根据年度培训计划，组织每名检察官每年至
少开观摩庭一次，全局干警相互交流学习，不断强化业务及
实践能力，进一步提升公诉水平。

儋州检察院传达学习省检察院检察长路志强讲话

推动检察工作更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