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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口中院执行局执行警务大队办公
室的档案柜里，标有执行法官姓名的 12 个档
案盒排成两行。11 月 21 日上午 8 点，执行警
务大队负责人胡广津打开法官袁文的案卷
盒，取出《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
居所地的财产调查明细》准备外出调查，他
一天的工作便开始了。

胡广津是海口中院司法警察支队综合
科科长，今年 5 月开始兼任海口中院执行局
执行警务大队负责人，带领执行警务大队的
同事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全身心投
入执行工作，共完成执行旧案清补送达工作
1826 件，查询被执行人财产情况共 1246 件
次，执行到位款项 2.01 亿元。

海口中院执行局副局长谭碧霞说，胡广
津来到执行警务大队后，推出了规范化的案
件登记模式，大队工作效率高、质量好，深得
执行局法官好评。

规范管理 提升执行处置效率

执行案件的外围工作有外出调查、核
实，查封扣押、扣划，文书送达等。胡广津与
3 名同事面对的是整个执行局 12 名法官。
拿到法官的裁定书、执行协助通知后，他首
先梳理案情，接着对每个案件进行登记，然
后根据执行警务大队干警的工作情况分配
案件。同时，他还要结合案件的地点、外出
调查时间安排执勤车辆。

在执行攻坚的紧要关头，胡广津力挑重
担，迎难而上，加入执行局后他快速融入角
色，成为执行队伍的骨干力量。

法官孙晓告诉记者，胡广津负责执行警
务大队工作后，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每个执行
法官都有标明自己名字的案卷盒。外出调
查工作涉及被执行人住址、车辆登记信息、
家庭经济情况等零碎的事项。胡广津将这

些事项整合成一张外出调查登记表，载明案
号、被执行人信息、承办人姓名，作为外出调
查工作的目录表。

执行警务大队干警完成外出调查后，形
成《财产调查工作记录》，写明财产调查时
间、地点、调查结果，并附上图片和图片说
明，标上案号。孙晓说，外出调查登记表加
上《财产调查工作记录》加强了执行案件登
记的规范性。法官执行案件的情况在登记
表上一目了然。他对执行警务大队的外出
调查工作非常放心。

快速反应 成功扣划案款受称赞

“刚冻结一笔借款合同纠纷的案款，案
款汇到了澄迈县老城镇某银行。”法官陈铭
将此事告诉胡广津。该案款于 2018 年 1 月
被冻结，共计 800 万元。接到通知前，胡广津
原本计划前往临高县查封车辆。考虑到借
款合同纠纷的案款数额大，晚到一步可能会

扑空。于是他马上决定改变计划，先前往澄
迈县老城镇扣划案款。

当天上午 8 时 10 分胡广津与同事从海
口出发，8 时 50 分左右到达银行。银行柜员
查询该案款时告诉胡广津：“这笔款项刚到
账不久，你们来得很及时。”10 分钟后，工作
人员办理完扣划手续，胡广津成功将 800 万
元扣划到海口中院账户。

在执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被执行人及
其他人员的干扰和妨碍。胡广津总是挺身
在先，全力维护现场秩序，竭力安抚当事人
情绪。对暴力阻碍执行工作，特别是有极端
行为的被执行人员，决不姑息。

“他已经将自己融入到执行工作中。”
经常与胡广津一起工作的法官陈桂华深有
体会。每当在执行现场遇到情绪激动、吵
闹的当事人，胡广津不仅做好本职工作，维
护好现场秩序，还主动协助法官向当事人
释法说理。

“执行司法警察必须具有强大的威慑力
和快速的行动力，这是执行顺利与否的关
键，也是执行法官的护盾。”胡广津这么认
为，也是这样做的。

他带领大队在锁定证据的情况下，果断
配合执行人员采取强制措施。态度再蛮横
的被执行人，面对执行法警的英勇应对，都
会收敛嚣张气焰。

加班加点 埋头苦干瘦了20斤

自“基本解决执行难”进入决胜攻坚阶
段，海口中院多次组织开展集中执行活动，
胡广津总是一马当先，站在排头，由于他个
子比较高，顿时提升了整个执行警务大队的
气势。为了能够有效控制住被执行人，执行
警务大队集结的时间，往往是凌晨。集结完
毕前往被执行人家中，通常还不到 5 点，被执
行人尚在睡梦中，这是拘留被执行人的黄金
时间，错过了这个时间段，天大亮后，被执行
人离开住所，就难觅行踪了。

“执行工作其实是个体力活。”胡广津笑
着告诉记者，除了半夜抓捕，遇到老赖拒执，
围追堵截、爬坡翻墙也是常事。

因为工作强度大，加上经常加班加点，
到执行局 6 个月以来胡广津瘦了整整 20 斤。

刚来执行警务大队时，胡广津的小女儿
才 4 个月。外出调查不仅在海口市，还需要
前往省内其他市县。案不过夜、事不隔天是
胡广津的工作风格。每次外出调查回来，不
管多晚，胡广津都在当天对调查情况进行登
记整理，以便执行法官及时获取案件的外出
调查情况。当他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女儿、
儿子早已进入梦乡。

提到家人，这个爽朗的年轻人难得流露
出一丝铁汉柔情。胡广津说，虽然对家人有
所亏欠，但“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
难问题”是人民法院对全社会的郑重承诺，
自己作为司法警察，必须在解决执行难攻坚
战中冲在前面。

FZ海南法院执行先锋

执行路上的硬汉
——记海口中院执行局执行警务大队负责人胡广津

□本报记者陈敏 王盛利 通讯员方茜

胡广津在执行现场与当事人做协调工作胡广津在执行现场与当事人做协调工作 通讯员宋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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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Z 关注“12·4 国家宪法日”

本报讯（记者杨春梅 王小亮 蒙职宇
王季 舒耀剑 通讯员王烁 吴彦彦）12 月 4
日，是我国第五个国家宪法日，本周首个宪
法宣传周。为大力弘扬宪法精神，营造法
治氛围，我省各市县纷纷举行精彩纷呈的
法治宣传活动。

12 月 4 日上午，五指山市 2018 年法治宣
传月系列活动暨“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
誓仪式在五指山三月三广场举行。五指山
市法院组织多名法官干警参加活动。

启动仪式结束后，法院干警通过为市民
发放普法资料形式宣传法律法规知识。活
动现场，前来咨询的市民络绎不绝，针对大
家提出的法律问题和困惑，法官均耐心解
答。针对咨询率较高的婚姻家庭纠纷、土地
林权争议等相关法律问题，法官还向老百姓
分发了诉讼流程须知及相关法律知识资
料。法官们还就“基本解决执行难”“三年
禁毒大会战”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现场宣讲，以案释法向群众普及“执行难”
与“执行不能”的区别。

12 月 4 日上午，屯昌县举办国家宪法日
宪法宣誓活动。屯昌县各部门、机关单位、
县属各企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人
参加活动。

屯昌县委、县政府要求参加宣誓活动的
同志，要永远铭记誓言、切实履行承诺，始
终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自觉接
受人民群众和人大代表的监督，不辱神圣使
命，不负人民重托。全县国家工作人员特别
是领导干部都要严格依宪依法办事，做宪法
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担当精神，
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屯昌的新征程上
不断创造新业绩。

12 月 4 日上午，临高县司法局联合公安
局、法院等 12 个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成
员单位在临城镇江南路设点开展法治宣传
活动。活动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牌、发放

资料、现场讲解等形式，为群众宣传法律知
识，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法律援助。活动旨
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浓厚氛
围。参加活动的群众纷纷表示，看完展板和
资料后收获很大，在学到法律知识的同时也
接受了一次很好的法制教育。

12 月 4 日上午，定安县委组织 200 多名
党员干部举行“国家宪法日”宣誓仪式，在
宪法日里举行宣誓活动，提醒大家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与此同时，定安县司法局联合公安局、
法院、检察院等单位在县城天安百货广场开
展宪法宣传周暨法治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
各单位人员及志愿者向过往群众发放宪法
读本、扫黑除恶法制宣传手册、禁毒法制宣
传手册、公益诉讼宣传手册等宣传资料并接
受群众现场咨询。让群众充分了解宪法的
主要内容，了解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及禁

毒三年大会战的重要意义，号召广大群众积
极参与到扫黑除恶和禁毒工作中来。检察
干警还向群众解释什么是公益诉讼及检察
机关开展公益诉讼的重大意义，拓宽了公益
诉讼线索举报渠道，延伸法律触角。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册
（单）3800 余份，接待法律咨询 15 人次。通
过宣传活动，增强了群众维护宪法权威及法
律维权意识，促进社会和谐，取得了良好的
法治宣传效果。

12 月 4 日，澄迈多部门联合在县公安局
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在县汽车站举行法治宣
传活动。澄迈县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近
30 个成员单位采取悬挂横幅、赠送法治宣
传读本和法治宣传品、提供现场咨询、展示
法治宣传展板、扫“中国禁毒”普法微信公
众号赢礼品等形式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吸引了近千名群众参与。

本报讯（记者王慧）12 月 4 日上午，省
国资系统、省交通运输厅在海口举行“国家
宪法日”集体宣誓活动，省国资委 100 余名
干部参加宣誓，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等 18
家省属国有企业在集团公司及其各级企业
设置分会场。

省国资委主任倪健要求，全省国资系统
要站在全面落实中央依法治国和法治海南

建设重大战略部署的高度，切实发挥好机
关、客运车辆车载显示屏、汽车站、机场、免
税店等国企窗口单位作用，展现国资国企学
习宣传宪法先锋队、排头兵的良好形象。

据了解，全省国资系统将集中用一周的
时间，通过宪法集中宣誓、窗口企业宣传、
宪法进基层等多项措施，在省属国企 9 万余
名职工中全面铺开“宪法宣传周”活动，推

动宪法学习宣传不断深入，为国企改革发展
营造良好法治氛围。

当天上午，省交通运输厅开展“向宪法宣
誓”活动。在庄严肃穆的国歌声结束后，厅机
关领导干部及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全场共50
余人面对国旗进行宣誓。全体人员整齐划
一，庄重宣誓，表达海南交通人对宪法的尊
重、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忠诚。

本 报 讯（记 者 何 海 东 刘 毓 安 黄
赟 通讯员张振儒 邓式楼 夏赈泽 陈
创淼 杨洁云）12 月 4 日，为迎接第五个

国家宪法日，海口各个区分别开展丰富

多彩的主题宣传活动。

当天上午，美兰区委宣传部、区普

治办、司法局等单位在海口国兴大润发

广场举行法治宣传活动。活动通过设

置“宪法知识”“禁毒知识”“扫黑除恶”

展板，播放禁毒宣传动画、摆放圆形充

气拱门、悬挂宣传横幅等形式营造了浓

厚的法治宣传氛围。工作人员就宪法

等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进

行宣传，详解“海口市创建全国禁毒示

范城市”意义，为大家送上普法书籍、宣

传册、画册、购物袋等法治宣传品。活

动穿插掷飞镖游戏环节，这一寓教于乐

的活动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性。

琼山区普治办、司法局等单位则在

府城三角公园开展国家宪法日主题宣

传活动。普法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

者现场发放《宪法》《禁毒法》《宪法学习

手册》等与百姓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及

普法购物袋、台历、笔、围裙等小礼品进

行宣传。法律工作者提供禁毒知识和

法律法规咨询，多形式全方位向群众宣

传各项法律法规。普法工作人员还结

合案例深入浅出地向群众宣传解读《宪

法》。

秀英区普治办、禁毒委等单位在时

代广场举办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

通过发放宪法和各类法治宣传资料、设

置 法 律 援 助 咨 询 点 、有 奖 宪 法 知 识 问

答、沿街铺面入户宣传等方式向群众宣

讲宪法精神和普及法律法规知识，吸引

了大批群众参与。活动期间，累计发放

宪法、禁毒、扫黑除恶等各类宣传资料

15000 余份，参加现场宪法知识有奖问

答市民达 200 多人次，发放各类奖品 500
余份，营造学习宪法的社会氛围。

擅自处理征地补偿款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东方板桥镇原党委书记林明舜被起诉

本报讯（记者曹飏）11 月 30 日，东方市板桥镇原党委书
记林明舜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串通投标罪一案，由东方
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东方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林明舜享
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林明舜，听取了其委托
的辩护人意见。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林明舜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超越法定职权，擅自处理征地补偿款，造成国家经济损失，情
节特别严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
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与他人共同串通投标，情节严重，依法
应当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串通投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涉嫌行贿
自来水公司经理
东方市个体商户林亚仔被逮捕

本报讯（记者曹飏）12 月 4 日，省检察院发布消息称：个
体商户林亚仔涉嫌行贿东方市自来水公司原经理吴开强（另
案处理）一案，由东方市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11 月 28 日，东方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行
贿罪对犯罪嫌疑人林亚仔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涉嫌受贿罪
东方发改委原副主任王鸿光被逮捕

本报讯（记者曹飏）12 月 4 日省检察院发布消息，东方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市重点项目管理
中心办公室主任王鸿光涉嫌受贿罪一案，由东方市监察委员
会调查终结，移送东方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11 月 26 日，
东方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犯罪嫌疑人王鸿光
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何子菁）12 月 3 日，
琼海市检察院邀请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和琼海市人
大代表视察调研检察工作，进一步加强与人大代表的联络
工作，畅通监督渠道。

当天，人大代表一行参观了琼海市检察院禁毒法治教
育基地、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远程视频提讯中心和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了解检察院在禁毒、未检、受理控告申
诉等方面的工作部署与职责，观摩提讯现场演示。

在座谈会上，琼海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佟莉莉向
人大代表汇报琼海市检察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公益诉讼等方面的工作情况。人大代表对琼海
检察院禁毒、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建设，智慧检务等方
面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鼓励琼海检察院认真履行法律
监督职责，充分发挥法治教育基地作用，继续深化“智慧检
务”建设。

佟莉莉表示，琼海市检察院将认真梳理、全力落实人大
代表的各项建议，不断改进检察工作，推动新时代检察工作
创新发展。

海口美兰检察院联合司法局开
展安置帮教开放日活动

动员社会各界力量
参与社区矫正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刘静 陈珂珂)11 月 28 日上
午，海口美兰区检察院联合美兰区司法局开展“安置帮教社
区矫正工作开放日”活动，提高广大群众对安置帮教、社区
矫正工作的知晓度、参与度。

活动现场，检察官向到场的社区服刑人员及刑满释放人
员宣传普及安置帮教相关制度和要求。各单位代表与部分
社区矫正人员及家属代表开展座谈，检察官在座谈会上详细
介绍了检察机关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职责和内容。

美兰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院将继续配合司法行
政机关，进一步加强法律监督职责，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
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省国资系统省交通厅举办集体宣誓活动

9万余名国企职工学习宪法

海口市举办丰富多彩
主题宣传活动

游戏环节调动
群众积极参与

琼海市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视
察检察工作

观摩提讯现场演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