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推进公证领域“放管服”改革

60项公证
“最多跑一次”

本报讯（记者王慧 通讯员吴如君）近日，省司法厅、
省公证协会印发《海南省“最多跑一次”公证事项及其证
明材料清单》的通知，明确自 9 月 15 日起，出生、死亡、学
位学历等 60 项公证事项可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实现“最多
跑一次”。

据介绍，为深入推进公证领域“放管服”改革，切实做
到公证减证便民，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公证
法律服务，根据通知要求，9 月 15 日起，公证申请人可事前
通过省司法厅网站等途径公布的公证机构、公证员咨询电
话进行业务咨询、预约办证时间。对法律关系简单、事实
清楚、无争议的公证事项，只要申请材料齐全、真实，符合
法定受理条件的，到公证处现场“最多跑一次”即可完成
相关手续。对不能当日办结的事项，公证机构根据当事人
需要提供邮寄送达公证书服务。通过开展事前咨询和事
后邮寄送达等延伸服务，确保实现当事人“最多跑一次”。

省一中院通报10起执行典型案例

一公司老总
隐匿转移千万财产获刑

（详见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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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传万宁一小学生
被人抱走消息不实

小孩放学后错过到校接护的家长准
备走路回家，警方接警后根据定位找到人

（详见6版）

乐东一企业擅自销售3套法院查封房产

妨碍民事诉讼领50万元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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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敏 王盛利 通讯员方
茜）9 月 12 日，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作
委员会“维护司法公平正义，服务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专
项调研组到省高院调研执行工作。

省高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曾繁深向调
研组全面详细地介绍了我省法院推进“基本解
决执行难”的工作情况。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年9月7日，我省法院执行实施案件收案
94308件，结案76040件，结案率为80.62%。其
中涉民生案件9868件，结案8474件，执行到位
金额 52286 万元，执行到位率 83.68%；涉党政

机关案件 460 件, 结案 396 件，执行到位金额
17 亿 9638 万，执行到位率 53.27%。司法救助
案件1373件，金额2664万元。通过媒体曝光、
失信惩戒、司法拘留、罚款、刑事追责等强制措
施对“老赖”围追堵截，全方位挤压“老赖”生存
空间。全省共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3003
人，限制高消费25209人次，追究拒执罪53人，
拘留770人，罚款175.5万。因被采取惩戒措施
而主动履行义务2432人，履行金额81.82亿元。

省高院执行局相关负责人、海口中院和
辖区法院执行局局长、4 名案件申请执行人
参加了座谈会，就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进展

情况、存在的困难问题以及对人大的意见建
议等畅所欲言，为完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加强执行联合惩戒进行了有益的交流探索。

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黄光明充分肯定了我省法院“基本解决执
行难”工作取得的成效，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
大格局基本建成，执行协同机制初步建立，有
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执结率稳步提升，执行规
范化成效明显，当期信访量明显下降，全省法
院执行工作面貌一新，全社会了解执行、理解
执行、支持执行工作的氛围已初步显现。法
院要充分认识到“基本解决执行难”对国家

和海南的重大意义和特殊意义，把这项工作
与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逐步探
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结合
起来，进一步完善社会诚信体制机制建设，
加大执行科学手段和联合惩戒力度，公开、
透明、规范地解决执行难问题，为海南自贸
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营造一流的营商
环境、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同时，他表示，
解决执行难是一个长期工作，需要全社会的
积极支持和主动参与，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建
议，调研组将认真总结分析，向省人大常委
会报告。

本报讯（记者曹飏 通讯员王佳艺 邢增
进）9 月 12 日，省检察院在定点扶贫村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新政镇什奋村委会举行“勇当
先锋、做好表率”暨 2018 年秋季扶贫助学爱
心活动，对什奋村今年考上大学的 3 名高考
学生颁发助学金。

据了解，今年什奋村共有 3 名学生参加
了高考，均取得了良好成绩并被高校录取，
这也是历年来该村考上大学人数最多的一
次。为倡导“扶贫先扶智，脱贫先立志”的价
值导向，做好“立德树人”的教育工作，省检
察院决定对村里考上大学的 3 名学生开展爱

心助学活动，为 3 名大学生每人颁发 5000 元
的助学金。让学生家庭减轻经济压力，使学
生安心读书。

受资助的 3 名学生纷纷感谢省检察院的
爱心义举，表示一定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努力学习，掌握过硬本领，回馈社会的关爱。

海军海口舰先进事迹巡回报告
团在琼第二场报告会昨举行

“时代楷模”官兵
先进事迹鼓舞人心
本报讯（见习记者张星）9 月 13 日上午，“时代楷模”海

军海口舰先进事迹报告团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巡回
报告。海口市党政机关干部、驻海口部队官兵代表、公安
派出所干警代表、市民代表、学生代表等共计 1800 人聆听
了报告会。

报告会上，海军某驱逐舰支队政委胡姣明、海口舰舰
长樊继功、情电部门实习副教导员王柯鳗、机电部门柴油
机班长王东、海口市民政局干部任菲等 5 位同志围绕“忠
诚捍卫万里海疆的深蓝利剑”主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
从不同角度讲述了海口舰 10 多年来全舰官兵矢志强军、
聚焦打赢、走向深蓝的先进事迹和可贵精神，报告会现场
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我首先是一个兵，再是一个女兵，最后才是一个女
人。”报告会结束后，海口舰情电部门实习副教导员王柯鳗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从一个稚嫩的女孩到现在遇到突
发情况能镇定自如进行处置的合格军人，离不开海口舰各
级领导、战友们的栽培和帮助。以后将再接再厉，与全舰
战友们团结一心，在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奋发有
为、创出佳绩。

“听了他们的报告会，让人受益匪浅，鼓舞我们每天以
饱满热情的工作态度，为海口市民的平安生活站好每一班
岗。”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刑警大队六中队队长陈庆晶
表示。

据了解，为深入学习宣传“时代楷模”海军海口舰的先
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充分发挥好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
用，从 9 月 6 日开始，海军海口舰先进事迹全国巡回报告团
先后在北京、武汉和上海举办了多场报告会。9 月 12 日，
报告团来琼在省人大会堂举行了第一场精彩的报告，引起
了广泛热烈的反响。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 肖瀚 通讯员李
丽）9 月 13 日，省一中院举办“法院开放日”
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廉政监督
员、律师、记者、消防官兵、工商联、妇联、侨
联、学生等各界代表们走进法院，“零距离”
感受法院最真实的样子。

当天，省一中院院长王萍陪同代表们参
观了云柜、诉讼服务大厅、1 号法庭、22 号法
庭等场所。法院工作人员展示了利用云柜
和短信平台，实现诉讼材料在立案庭和各个
业务庭之间安全高效的流转。在短短的几
十秒时间内，将当事人提供的纸质起诉材料
现场实时扫描，直接生成一份电子卷宗；开
庭和合议时，语音同步生成电子文档、证据
材料随意调取、远程视频与开庭同步、庭审
现场同步网络直播；特别是在与机器人“小
曼”开展法律问题咨询互动后，代表们纷纷
感叹于“智慧法院”为法官和当事人带来的
便捷。

走 进 该 院 诉 讼 服 务 大 厅 、心 理 咨 询
室 、当 事 人 阅 档 室 、律 师 工 作 室 、家 事 法
庭，专业心理医生、热情周到的导诉员、法
庭电子导航、精心准备的老花镜、电脑、网
络、温馨的色调、人性化的布局，这些小细
节 ，无 一 不 让 代 表 们 感 受 到 司 法 为 民 的

“温度”。
代表们还参观了该院史馆、执行指挥中

心和执行干警们办公场所。看着堆积如山
的执行案卷，干警忙碌的身影，代表们感叹，

“通过这次实地感受，才真正理解执行工作
的不容易、执行法官的不容易”。

在座谈会上，王萍介绍了省一中院近 5
年来的工作情况，并诚恳征求大家对法院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代表们纷纷为省一中
院全体干警在保证司法公正、司法为民，特
别是“智慧法院”建设等方面付出的巨大努
力点赞，同时也为法院的工作提出了意见
和建议。

本报讯（记者李鹤铭 王盛利）9 月 13
日，“海南建省 30 年·平安采访行”活动第 4

天，由全国 29 家省级法治媒体社长、总编辑

及记者组成的采访团走进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三亚市，对平安景区建设、旅游综合

治理、涉旅法律服务进行采访报道。

9 月 13 日上午，采访团一行首先来到保

亭县槟榔谷景区，走访景区安全生产指挥

中心，详细了解景区视频监控系统建设情

况及消防安全保障措施。

当天下午，采访团来到三亚市市民游

客中心，参观该中心联合办公区，仔细听取

法院、旅游警察、旅游纠纷调解委员会和行

政机关形成的“四位一体”监管机制情况介

绍，并亲身体验该中心为市民游客提供的

贴心服务。

随后，采访团前往三亚市城郊法院，实

地采访涉旅审判工作取得的成效。在媒体

座谈会上，三亚市城郊法院领导向采访团

介绍涉旅审判工作亮点，并回答了涉旅矛

盾纠纷方面的提问。

据了解，全国省级法治媒体“海南建省30

年·平安采访行”将于9月14日结束。活动期

间，采访团通过报纸、网站、微博、微信公众

号等平台进行集中宣传报道，充分展现近年

来平安海南、法治海南建设的经验及成果。

据统计，9 月 10 日至 9 月 13 日 17 时，全
国 29 家省级法治媒体在报纸、网站、微博微
信等刊发专题 460 余篇、照片 1800 多张，网

络累计点击浏览量 50 万余次。
新法制报记者付强说，“万宁推行‘路

长制+执勤岗亭+路管员’勤务模式后，出警

效率大大提高，最快时能做到 2 分钟赶到，3
分钟抓获。三亚市市民游客中心多部联
动，多措并举加强旅游管理，形成‘一站式’

旅游监管链式服务。平安海南、法治海南
的生动实践值得我用心记录。”

（相关报道详见 2、3、4 版）

“老赖”故意
逃避执行

被白沙法院执行法官在
山路上截住

本报讯(记者宋飞杰 通讯员王颢达
黄建福)9 月 13 日，白沙黎族自治县法院
七坊法庭的干警在法警队的配合下，在崎
岖的山路上将一“老赖”拘留。

9 月 13 日一大早，该院七坊法庭的干
警在法警队的配合下到该县金波农场找
一涉嫌故意逃避执行的失信人黎某某。
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执行干警认出了正
迎面走来的黎某某，并在山路上当场宣布
对黎某某实施司法拘留的决定书。当办
案干警将其带到法庭后，黎某某主动承认
了自己的错误，并先行缴纳了一万元欠
款，剩余欠款经与农场协商达成了执行和
解协议。

据介绍，被执行人黎某某涉及一宗农
业承包合同纠纷，经该县法院依法作出民事
判决，黎某某需支付拖欠的承包金，该判决
生效后，黎某某一直没有支付欠款。为此，
黎某某所在的农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在执行过程中，办案法官也多次联系
黎某某，要求其主动缴纳欠款。黎某某总
是借口没有钱拒绝执行，法院将其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后，仍然故意逃避执行。

我省法院推进“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以来限制高消费25209人次

追究拒执罪53人 拘留770名“老赖”

全国省级法治媒体采访团走进保亭、三亚

聚焦旅游综合治理亮点

省检察院开展秋季扶贫助学活动

给定点扶贫村3名大学生发放助学金

省一中院邀请社会各界代表参加“法院开放日”活动

感受“智慧法院”速度与“温度”

99月月1313日日，，采访团在三亚采访旅游综合治理有关情况采访团在三亚采访旅游综合治理有关情况 记者符传问 摄

机器人机器人““小曼小曼””吸引参加吸引参加““法院开放日法院开放日””

活动的代表活动的代表 记者吕书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