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高院打造量刑规范化智能辅助系统
走在全国前列

大数据融合审判智慧
结出“智能”花

（详见2版）

我省公示存量二手车
申请备案信息

公示期内存量二手车所有人异
议可向省交警总队反映

本报讯（记者张英 和婷婷 通讯员周平虎）6 月 11 日，
省交警总队向社会公示存量二手车申请备案信息。

据了解，根据省政府《关于实行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
的通告》要求，我省各市县于 5 月 25 日 24 时完成存量二手车
申请备案工作，省交警总队决定向社会公示，欢迎存量二手
车所有人登陆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官网（http://hainanjj.hinews.
cn）查询存量二手车申请备案信息，并予以监督。公示时间
为 6 月 8 日至 6 月 19 日。公示期内如有异议，请电话或书面
向交警总队反映，联系电话：68835091 68835092，地址：海口
市龙华区滨涯路 9 号。

收受贿赂9万
造成损失172万
五指山市农业局原局长卓召良

终审获刑3年半

本报讯（记者陈敏 见习记者郭佳菁）五指山市农业局原
局长卓召良，在任职期间非法收受贿赂 9 万元，并为行贿人
谋取利益；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国家遭受经济损失 172 万
元。近日，省一中院裁定维持一审判决，判处卓召良有期徒
刑 3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

据了解，1964 年出生的卓召良是五指山市农业局原局
长，在任职期间，五指山绿源绿色合作社法人代表曾某（另案
处理）为了在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分配时得到卓召良的帮
助，于 2012 年 1 月到卓召良的家里，将 2 万元现金以及两条
烟、两瓶酒送给卓召良。

2014 年 3 月初，省审计厅对五指山市涉农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审计。同月某日，卓召良将 2 万元现金退给曾某。

此外，在管理审批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等工作中，卓
召良还收受占某、黄某等人共计 7 万元好处费，并在省审计
厅进行审计时将钱退给行贿人。

据查明，五指山市高山合作社、新天地合作社在没有建
设大棚的情况下，向市农业局申请拨付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
金，经卓召良审批同意，市财政局拨款给两家合作社，造成国
家经济损失 64 万元。

此外，在组织对绿源绿色等合作社所建大棚的验收中，
卓召良交代时任市农业局副局长欧某违规出具虚报造价的
验收报告，造成国家经济损失 108 万元。

五指山法院经审理认为，卓召良的行为构成受贿罪、玩
忽职守罪，应数罪并罚，据此以犯受贿、玩忽职守罪判处总和
刑期 4 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

一审宣判后，卓召良以有自首情节为由提出上诉，请求法
院改判。省一中院审理认为，卓召良及其辩护人的上诉理由
及辩护意见均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裁定维持原判。

（详见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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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着是多年老司机
海口一驾校教练深夜醉驾
涉事司机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立案侦查

FZ 典型案例30年年

（详见3版）

一车碾压致一人当场死亡逃逸

万宁警方悬赏2万缉肇事司机

石秀莲向记者展示留存的案件资料石秀莲向记者展示留存的案件资料 记者高凌 摄

肖杰在省检察院了解视频远程接待等智能化建设情况肖杰在省检察院了解视频远程接待等智能化建设情况 记者符传问 摄

本报讯（记者肖瀚）6 月 11 日上午，全省
检察机关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专题培训班在海口开班。省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肖杰在开班式上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政法思想，强化法律监
督，维护法律权威，推动新时代海南检察工
作再上新台阶。

肖杰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贯穿着坚定的信
仰信念、深厚的人民立场、高超的政治智慧、
敏锐的战略眼光、鲜明的问题导向、缜密的
辩证思维、强烈的创新精神，标志着党的政
法理论实现了历史的飞跃，是做好新时代海
南政法工作的行动指南。

肖杰强调，全省政法系统要深刻领会和
忠诚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法思想，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牢牢
把握政法机关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法治
属性、社会属性“四大基本属性”，自觉把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起来，确保新时代政法工作砥砺前行。要深
刻领会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保障宪法法律实
施在全面依法治国中重大意义。要深刻领
会法律监督在维护法律权威中不可替代的
作用。要深刻领会新时代海南检察工作的

新形势新任务。
肖杰要求，全省检察机关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思想为指引，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
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以及省委七届四次全
会精神，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绝对领导，

积极投身“大学习、大研讨、大培训”活动中，
推动当前各项工作落实。要切实维护国家
政治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扎实推进禁毒三
年大会战，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重点工作。
要全力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要聚焦法律监督主

责主业。要持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智能
化建设，不断强化智慧检务建设。要把队伍
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持续加强过硬队伍
建设，努力打造海南检察铁军。

省检察院检察长路志强主持开班式并
作动员讲话。他指出，要通过学习培训提高
做好当前各项工作本领，自觉把检察工作放
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谋划、部署和推
进，全面提升检察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开班仪式结束后，肖杰走进视频远程接
待室、司法办案指挥中心，通过大屏幕与白
沙县检察院检察官视频连线通话，仔细了解
视频远程接访、语音识别、信息资源共享等
智能化建设工作情况。他强调，深化智能化
建设是当前检察工作一项重要内容，要学会
用好，真正发挥作用，不断加强智慧检务建
设，更好地服务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省检察院全体检察人员参加开班仪式，各
级检察院检察人员通过视频同步参加培训。

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 4 天，将邀请到来
自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等单位和机构的专家学者为参训人员授课，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等内容。

肖杰在全省检察机关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培训班上强调

强化法律监督 维护法律权威
努力开创海南检察工作新局面

路志强主持开班式

2012年，东方八所港区中心卫生院爆发

腐败窝案，该院时任院长邢泽华等 11 人，以

单位名义骗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
报销款和社会保险医疗（社保）报销款74万

余元。这是我省首例医疗卫生系统工作人

员利用职务便利骗取医保、社保专项资金

案，检察机关形成的办案材料多达42卷。

“邢泽华案不仅暴露了当时东方市医疗

单位领导法制观念淡薄，为了小团体利益不

惜违反国家法律，套取国家医保社保专用资

金，为职工发放奖金福利的问题，还暴露了

有关部门在审核管理医保社保专项资金中

存在审核不认真、流于形式的问题。”东方市

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曾涛直言，该案的

查办在全省医疗卫生系统有着警示教育作

用，促进全省医疗卫生系统规范管理，也给

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累积了经验。

利用体外碎石项目
骗取新农合、社保报销款

37.35万元

“由于案件涉及的当事人多，案情复
杂，所以办案过程格外谨慎细致，投入大
量时间和精力”，5 月 30 日，在东方市人民
检察院，谈及 2013 年底爆发的八所港区中
心卫生院腐败窝案，作为办案检察官的检
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石秀莲打开了话
匣子。

石秀莲介绍说，邢泽华于 2010 年 3 月
开始全面负责八所港区中心卫生院工作，
与此同时，他“千方百计”也要改变卫生院
经济吃紧现状的想法也油然而生。面对卫
生院医疗设备差、病员少的窘境，自以为聪
明的他心生一计，把眼睛盯准了新农合报
销款和社保报销款。因为在他看来，新农
合制度建立没几年，制度尚不健全，报销审
查不严，把关不细，更缺乏有效监管机制，
可以利用这些情况，编造些虚假病历套取
报销款来改善医院职工福利待遇，更新医
院的医疗设备。

2010 年 4 月，东方东林器械有限公司
负责人林江找到邢泽华，商谈开展为患有
结石病人进行碎石的合作项目，邢泽华听
后，当即表示同意，并随后签订了《合作协

议》，双方约定利润三七分成。但邢泽华没
有料到的是，碎石业务开展后，手术病人较
少，难以实现医院创收目标。

邢泽华急中生邪念，安排林江每月虚
报 20 至 30 例新农合碎石病号到当月的真

实病例里。按照邢泽华的指使，林江每月

将虚报的碎石病号名单交给卫生院门诊部

主任张长山开出虚假处方。据统计，截至

2011 年 12 月，邢泽华伙同林江共同虚报、

多报碎石病例 289 人次，骗取新农合报销

款 11 万余元。

不仅如此，在卫生院和林江合作碎石项

目过程中，按照邢泽华的授意，邢泽华、林

江、张长山共同制作虚假碎石住院病历，由
邢泽华提供“B 超工作站”和虚假彩超单，医
疗证、心电图、医嘱，有关检验报告等一应俱
全，最后将全套假病历交给卫生院护士长林
爱珍做出院结账单。“据案卷记载，截至2011
年12月6日，他们共同制作虚假碎石住院病
历97份，虚报多报碎石病例98人次，骗取社
保报销款26.27万元。”石秀莲一边翻阅留存
的案件资料一边告诉记者。

篡改虚报白内障手术病例
骗取医保、社保报销款近

37万元

用编造、虚报碎石病例骗取社保报销
款并没有让邢泽华感到满足。为给卫生院
多创收、快创收，邢泽华又为卫生院联系了
一个能赚钱盈利的好项目。2010 年 7 月，

八所港区中心卫生院与海南眼科医院签订
《技术支援协议》，开始合作开展眼科复明
手术治疗业务。

为使这一项目得到可观的回报，邢泽
华仔细研读了胬肉手术和白内障手术收费
的差额，得知胬肉手术在新农合和社会保
险的报销数额比白内障手术报销数额少
（胬肉报销数额 700 元，白内障报销数额是
2000 元），于是邢泽华指使护士长林爱珍、
外科主任林健英，让林爱珍、林健英安排外
科医生赵晓灵在补填眼睛手术患者住院病
历过程中，将部分进行胬肉切除手术患者
的病历篡改为白内障手术病历。林爱珍、
林健英和赵晓灵等 3 人为了拿到全额工资
及奖金，按照邢泽华的意思篡改了病历。
据测算，共篡改此类病历 78 例，通过篡改
病历，报销骗取新农合报销款和社保报销
款共 95000 余元。

紧接着，邢泽华又将贪婪之手伸向制
作虚假白内障住院手术病历上。接下来，
林健英按照邢泽华的授意，将邢泽华提供
的未进行白内障手术的人员名单及信息材
料，自行填写虚假的手术病历共 80 例，仅
这一项骗取新农合报销款和社保报销款共
18 万余元。

从 2010 年 10 月开始，邢泽华授意林
爱珍在将眼科手术住院病人病历结算单
交给卫生院财务人员统计时，将 241 例白
内障手术病患植入的国产晶体改为进口
晶体，骗取新农合报销款和社保报销款 9
万余元。 （下转 5 版）

东方市检察机关查办我省首例医疗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
利骗取医保、社保专项资金案促进全省医疗卫生系统规范管理

办案材料多达42卷
□本报记者和婷婷 董林 见习记者农洁娜

7名未成年人
凌晨砸13辆车
海口美兰警方破获大英

路国瑞城、滨江路蓝水湾砸车
窗盗窃案

本报讯（记者张英）6 月 11 日凌晨，海
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便衣民警在巡逻守
候中抓获张某毅、王某先、李某名、杨某
臣、李某德、吴某桓、吴某豪 7 名涉嫌砸汽
车车窗盗窃车内财物的未成年作案人。

经审查，上述 7 人于 6 月 11 日凌晨分
别在大英路国瑞城、滨江路蓝水湾小区外
马路旁砸破 13 辆汽车车窗盗窃车内财物。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其他涉案
人员正在抓捕中。

电信诈骗团伙骗取“还
贷”资金35万元

海口铁警5小时
抓获8骗子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冯虹曼）6

月 9 日，海口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和海口

车站派出所民警根据线索，在澄迈县老城

镇某出租屋内一举抓获 4 名涉嫌电信诈骗

的网上在逃人员，根据已落网嫌疑人提供

的线索，6 月 10 日凌晨，民警在海口火车南

站旁的一出租屋内将正在实施诈骗的其

余 4 名嫌疑人全部抓获，整个过程 5 小时。

6 月 9 日 21 时，海口铁路公安处刑警

支队和海口车站派出所民警根据线索，在

老城镇某出租屋内成功抓获涉嫌电信诈

骗的网上在逃人员陈某达、周某力、陈某

梅、李某阳，他们于今年 5 月被广西北海警

方网上通缉。

据 4 名犯罪嫌疑人交代，有几名同案

犯还在老城镇活动。得到此线索，民警顺

藤摸瓜、蹲点守候，于 6 月 10 日凌晨 1 时 30

分，在海口火车南站旁的一出租屋内将正

在实施诈骗的蔡某强、李某胜、杨某迎、赵

某童 4 人一举成功抓获。

据了解，这个电信诈骗团伙分工合

作，先将编辑好的虚假贷款信息发布到网

上，打电话咨询贷款的，他们以各种理由

称“不可以”，咨询还贷的，就让咨询者直

接微信转账到冒充贷款公司客服人员注

册的微信账号上。据统计，到目前为止，

这个团伙诈骗得手约 35 万元人民币。

目前，该 8 人已移交立案机关做进一

步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