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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9 日 11 时，在琼海市嘉积镇银龙
路龙湾十字路口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2 辆
摩托车相向而行导致碰撞。就在双方争执
不下时，一方当事人立即拨打了琼海市公
安局路长制公示牌上的路管员电话，不到 3
分钟的时间，该路段的三级路长冯盛到达
现场，对此事进行处理。

这是自琼海市开展“路长制”工作以来
的一个缩影。据冯盛介绍，“路管员到达现
场后，会先对现场进行固定、保护，然后对
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劝导。若是涉及人
员伤亡的交通事故，我们便立即发挥多警
联动机制作用进行处理。”

自琼海市开展“路长制”+“地网工程”警
务以来，今年5月，琼海市共立各类刑事案件
95起，全市受理治安案件211起，全月未发生
影响较大的治安案件，共12天无刑事警情报
警，社会治安状况良好，特别是在嘉积城区、
博鳌镇墟等实施“路长制”+“地网工程”的路
段区域内交通事故死亡率大幅下降。

创新“路长制”+“地网工
程”新警务

6 月 25 日上午，记者一行来到琼海市
公安局，在该局路长办公室内，琼海市公安
局“路长制”+“地网工程”岗点设置表详细
记载了琼海市区域、路段以及路管员派出
单位等信息，同时设有“路长制”路段示意
图，将琼海市条条路段划分得清清楚楚。

“自今年 5 月份起，琼海市公安局先后
8 次专门研究制定工作方案。”琼海市公安
局副局长林微章一边拿起手中的方案阅
览，一边向记者介绍，“目前，琼海市以嘉积
城区、博鳌地区以及重点镇墟为阶段性工
作目标，推广前期城区综合治理和博鳌试
点经验，将‘路长制’+‘地网工程’工作与
日常业务工作有机融合，分类、分期推进

‘路长制’工作调整落实。”
“自推行‘路长制’+‘地网工程’警务模

式后，办案效率有了显著的效果。”林微章谈
道，6 月 21 日 22 时 19 分，琼海市嘉积派出所
依托“路长制+地网工程”工作机制，抓获 1
名连续作案3起的盗窃嫌疑人翁某莉。

6 月 15 日 10 时 10 分，嘉积镇兴海中路
金贸大酒店处，一辆小货车追尾一辆三轮
环卫车，环卫车驾驶员受伤。在接到警情

后，琼海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当班指挥长吕
一兵第一时间通过对讲机指挥调度交警路
管员出警，同时调取附近监控系统监督现
场情况，并及时将警情通过 110“三台合一”
接处警系统下发给辖区派出所和巡特警及
120 救护中心。交警路管员和派出所路管
员在接到指挥中心下发的指令后，于 10 时
14 分赶到事故现场进行交通疏导，10 时 17
分巡特警路管员到达现场，10 时 28 分 120
救护中心到达现场，多警联动快速处置，充
分显示琼海实施“路长制+地网工程”警务
模式的成效。

执法服务站可办理多项
车管业务

随后，记者一行来到琼海市博鳌镇新
设立的公安执法服务站。崭新的服务站门
前设有受理岗、缴费岗等窗口，不少周边的
市民正前来此处排队办理业务。

“我家住在博鳌，距离嘉积城区有一定
的距离，每次到嘉积城区办理年检都要在
路上耗掉好长时间。”居住在琼海市博鳌镇
的市民陈先生说，“但设立这个公安服务站
以后可方便多了，在自家门口就能直接进
行办理。”

据悉，为了更好地在农村地区落实“路
长制”+“地网工程”及开展便民服务、组织
群防群治的工作场所试点，6 月 14 日，琼海
市公安局将滨海检查站设定为琼海市公安
局滨海公安执法服务站，将其职能辐射博

鳌、潭门镇域。
“目前，该公安执法服务站具体办理的

业务有摩托车年检、小型轿车 6 年免检、异
地轿车 6 年免检、补证、换证、非现场违法
处理、简易程序违法处理等业务。”林微章
告诉记者，当前，该公安执法服务站属试点
阶段，下一步，琼海市公安局还将在全市增
设 9 个公安执法服务站。

交警派驻乡镇制破解农
村交管“短板”

琼海市公安局还制定了交警派驻乡镇
制。即在阶段性重点的镇派出所确定 1 至
2 名民警，经过专门业务培训后作为交警大
队的派驻人员，在镇辖区内以交警大队名
义负责处理简易交通事故和一般交通违法
行为，解决因执法权限问题无法及时有效
处理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一大难题。

琼海市委常委、公安局长马凯表示，
琼海警方将着重针对农村地区交通管理

“短板”，在全市范围内实施“路长制”+
“地网工程”勤务，并进一步健全完善警情
分析研判工作机制，加快推动执法服务站
便民服务设施和业务建设，坚持以“站”控
线，以线带面，“交通牵引治安、治安推动
综治”，整合警力资源、整合社会资源，充
分发挥多警种联勤、社会各界联动、快速
反应、快速处理优势，全力创建“突出琼海
特色、力求省内领先、打造博鳌品牌”的交
通示范和平安城市。

琼海路管员现场处理交通事故琼海路管员现场处理交通事故 记者高凌 摄

在家门口就能办理车辆年检
琼海公安局推进“路长制”+“地网工程”警务新模式，增设9个公安

执法服务站办理多项车管业务
□本报记者杨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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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春梅 通讯员许国海 王
烁）五指山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近日公示了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查询流程，流程上墙，
制度上网，方便群众一站式完成搜索、查询、
打印采集信息。

该院诉讼服务中心干警将“社会统一
信用代码”查询流程分为 6 个步骤，发布到

立案大厅电子屏幕和互联网，并制作醒目
的 展 板 挂 在 墙 壁 上 ，图 文 并 茂 的 予 以 公
示。需要查询的群众，可依照该步骤清晰
明了地完成一整套搜索、查询、打印信息
采集流程。如此一来，解决了大部分诉讼
群众不会、不善于使用电脑来采集信息的
问题。

流程上墙，制度上网，五指山法院诉讼
服务中心依托互联网信息公示系统，为后
期审判执行工作做好了信息采集工作。在

“互联网+”时代，五指山法院将继续学习依
托互联网，将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利用互联
网的形式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来，为群众提
高更加高效便捷的诉讼服务。

流程上墙制度上网一站便民
五指山法院公示“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查询流程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李红 朱奕
东）6 月 23 日上午，三亚市公安局召开社会治
安防控警保联控工作现场会，为三亚市公安局
警保联控鲁能中队、红树林中队揭牌，并现场
演习快速处理一起车祸、一起打架斗殴警情。

据了解，三亚警方建立了“社会治安防控

警保联控工作机制”（以下简称“机制”），以
保安监管工作为抓手，在公安机关的领导和
组织下，组织、发动、引领保安队伍积极参与
社会治安防控建设，有效解决社会治安防控

“最后100米”，实现“60秒联动”高标准要求。
据介绍，该机制将以“平安三亚”建设为

主线，进一步规范三亚现有保安队伍管理，
有效扭转保安队伍管理松散形成不了合力
的局面，建立符合全市社会治安管理发展形
势需要和社情实际的警保联控机制；将各酒
店、企业等保安队伍纳入“路长制”组成部
分，构建“大飞鹭”社会治安防控警保联控群

众性组织，建立一支“统一指挥”“统一培训”
“统一服装和装备”三个统一的群众性治安
防范队伍，形成全市飞鹭支队 400 名队员+
10000 名联控保安员的社会治安防控警保大
联控工作新格局，达到“警情等人”到“人等
警情”的历史性根本转变。

本报讯（记者舒耀剑 通讯员曲泳霖）6
月 26 日上午，省检一分院、定安县检察院联
合举办了以“检察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
的公益诉讼举报宣传活动。

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设立宣传展
板、接受咨询等方式，向群众讲解公益诉讼
含义、范围、法律依据以及有关环保的法律
法规，激发群众积极参与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来源。现场发放宣传资料 1000 多份，接受咨

询 90 人次，收集线索 6 条，省检一分院副检
察长刘海平接受了媒体记者的现场采访。
活动专门设置了公益诉讼举报点，鼓励群众
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
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英雄烈
士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保护等领域侵害国
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公益诉讼线索进
行反映举报。

通过此次公益诉讼举报宣传活动，增
强了检察机关与群众的有效互动，必将对
公 益 诉 讼 工 作 深 入 开 展 带 来 有 力 的 推 动
作用。

省检一分院、定安检察院开展公益诉讼举报宣传活动

设置举报点收集公益诉讼线索

依法强拆保障重点项目
东方法院执结一起排除妨害纠纷案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唐慧慧）6月26日上午，东方市
法院联合市城镇综合行政执法局、新街边防派出所对一起排除
妨害纠纷案进行强制执行，依法拆除涉案房屋。

据悉，2016 年，原告东方盐场起诉要求解除 1991 年与被
告东方某生物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并拆除被告修建在
原告土地上的涉案房屋。该院于 2017 年 9 月依法作出判决，
双方签订的合同于 1996 年终止，被告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 10 日内将位于原告土地上的房屋拆除，将土地恢复
原状后返还原告。该判决生效后，因被告未履行，原告向东
方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进入执行阶段后，因该案的执行涉及东方市重点工程项
目东方盐谷建设的推进，该院领导高度重视，执行局依法向
生物公司邮寄了执行通知书，并于今年 4 月 24 日张贴公告，
要求生物公司在期限内恢复土地原貌。公告期满后，东方法
院依法进行强制执行。执行当天，该院协调市城镇综合行政
执法局、新街边防派出所等多部门做好执行保障，执行人员在
将屋内物品及设备搬出房屋，进行清场拉好警戒线后，大型机
械入场开始作业拆除涉案房屋。该起排除妨碍案件的顺利执
行，有力地服务和保障了东方市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的推进。

拖欠员工社保费20万
海口一公司收到执行通知后自动还款

本报讯（记者杨希强 通讯员毛雨佳 蔡莉）海口一公司
近日收到海口市龙华区法院的执行通知后，主动履行法律义
务，将案款20万余元打入法院账户，该宗执行案件顺利执结。

据了解，海口某公司因拖欠员工吴某的社会保险费，海口
市地方税务局社保规费征管局向该公司送达了缴纳社会保险
决定书，要求该公司缴纳拖欠的社会保险费和由此应付的利
息及应加付的滞纳金共计20.7785万元，海口某公司逾期未缴
纳。海口市地方税务局社保规费征管局遂向龙华区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执行立案后，龙华区法院依法向被执行人海口某公司送
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该公司收到执行通知书和报告
财产令后，担心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会坏了公司名声，
更担心不履行义务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主动将 20.7785 万元
打到法院指定的账户上，该案顺利执结。

20天追回20万欠款
澄迈法院干警获当事人送锦旗致谢

本报讯（记者王季 通讯员聂秀锋）6 月 25 日上午，2 名
当事人给澄迈县法院执法干警送来一面写着“执法如山、高
效廉洁”的锦旗，感谢澄迈法院仅用 20 多天就帮他们解决了
纠缠近 3 年的旅店服务合同纠纷。

据了解，2014 年 12 月，九龙酒店与老龄公司签订合同约
定，老龄公司在九龙酒店组织活动，九龙公司提供酒店住宿
客房和用餐等服务，双方约定了价格、数量、质量及付款方
式等，但老龄公司一直拖欠部分款项不还，且该公司在 2016
年 3 月前还清所有消费款的承诺也未兑现。九龙公司诉至
法院，经过一审、二审，法院判决老龄公司需向九龙公司支
付房费、餐费 199122 元及利息，该判决 2017 年 10 月生效的。

进入执行阶段后，澄迈法院向被执行人老龄公司发出了
执行通知书。6 月 8 日，承办法官对该公司名下账户予以冻
结。随后，承办法官又多次做思想工作，引导被执行人正视
法院的生效判决，及时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最终，被执行
人将 20 余万元执行款打到被冻结账户中。6 月 20 日，双方
达成和解协议，老龄公司一次性支付九龙酒店服务费及案件
受理费 202088 元，该案实现案结事了。

五指山法院干警蹲守“老赖”门口4天

成功送达执行通知书
本报讯（记者杨春梅 通讯员王烁）自开展“夏季风暴”

执行专项活动以来，五指山法院不断加大对老赖惩戒力度，
采取“节假日蹲守”“凌晨突击”等执行模式，让被执行人无
处可逃、寸步难行。

据了解，被告黄某与原告何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 6 月
17 日进入执行程序，因被执行人黄某住址不详，且黄某为逃
避债务玩起了“失踪”，法院执行干警多次努力仍未将执行
通知书成功送达。6 月 20 日起，为不“打草惊蛇”，执行干警
多次去黄某家附近蹲守。终于在 6 月 24 日 23 时许，执行干
警成功拦截摸黑回家的黄某，将执行通知书送到黄某手中。

海口海事法院为海员普法
本报讯（记者陈敏 见习记者郭佳菁 通讯员雷鸣 李羽

玲）6 月 25 日上午，海口海事法院洋浦法庭与洋浦海事局、洋
浦质监局等单位一同前往洋浦小铲滩码头，共同参加以“幸福
海员”为主题的“世界海员日”系列宣传庆祝活动。法庭干警
向海员们传递社会的关怀，送上了慰问品，为他们讲解有关海
员维权的法律知识、相关流程及注意事项，对他们在生活和工
作中遇到的相关法律问题一一进行了耐心解答，并从海事司
法的角度对预防生活和工作中的纠纷提出了建议。

省府城戒毒所表彰先进
本报讯（记者王慧 通讯员吴玉 高长春）6 月 26 日上

午，省府城戒毒所举行“七一”主题党日活动暨表彰大会。
会议宣读了该所《关于表彰 2017—2018 年度先进党支部模范
党支部书记 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的决定》，对 4 个
基层党支部和 29 名党员进行了通报表彰。

澄迈法院顺利完成聘用
书记员转制考试考核

31人通过考核
本报讯（记者王季 通讯员范富霞）6

月 24 日下午，澄迈县法院进行了聘用书记
员转制考试。6 月 26 日，该院完成考核和
统分工作，并开始公示，有 31 名聘用书记
员通过考试考核。

澄迈法院严格按照转制条件和程序
开展工作，有条不紊地完成了报名、资格
审查、笔试和考核工作。考核组全体成员
加班加点，完成试卷出题和考核内容的制
定工作。截至 26 日，该院已完成考核和统
分工作，有 31 名聘用书记员通过考试考核
并开始公示。

东方检察院再次传达学习
全省检察机关专题培训班精神

围绕法律监督
全面履职尽责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王爱欣）6

月 25 日上午，东方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曾涛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
理论中心组学习会议，再次传达学习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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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会议要求，全院干警要认真思考如何
围绕法律监督来全面履职尽责，研究新时
代检察工作发展方向目标、职责任务，创新
检察工作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
真正实现做实做强做优法律监督工作；全
院干警要按照最高检检察长张军提出的

“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要求和
省检察院检察长路志强提出的“三大理念”
以及“六爱、四守、三管好、两发挥、一从严”
要求，认真落实全省检察长会议提出的“三
三三四五”工作部署和“目标管理五步法”，
用新思维方式谋划东方检察工作。

转款输错卡号
东方一女子在边防民警

帮助下找到卡主成功退款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曾群飞 羊
银辉）6月21日，东方市八所镇居民闫女士
将一面绣有“助人见高风 遇难献真情”的
锦旗送到东方公安边防支队八所港边防派
出所，感谢民警帮她寻回了错转的1万元。

6 月 11 日下午，八所港边防派出所接
到闫女士报警求助，原来闫女士准备转给
家里人一万元，但却输错银行卡号码。在
了解到事情的经过后，民警积极沟通相关
单位，并通过系统查询，确定错转银行账号
为东方市三家镇一学校老师所有。随后，
民警陪同闫某赶到三家镇学校，成功与该
老师取得了联系。在核实错转的情况后，
老师当即表示会积极配合将钱退还。目
前，错转的1万元钱已退还给了闫女士。

检察干警为群众讲解法律知识检察干警为群众讲解法律知识

三亚公安局举行警保联控现场会，组织保安队伍积极参与社会治安防控建设

打造飞鹭+保安员大联控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