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曾群飞 周
志斌）1 月 8 日，东方市公安局墩头派出所民
警联合来琼过冬的东方海郡小区书画协会
会员，用书写赠送新春对联的方式，为板桥
镇高园村贫困户送去新春祝福，祝愿贫困户
们早日脱贫致富。

活动现场翰墨飘香，暖意融融。“扶贫
惠民风光好，创业致富幸福多”“沐浴党恩
住新房，精准扶贫勤助力”……书画家石全
兴与东方海郡小区书画协会 6 名书画爱好
者泼墨挥毫，一幅幅暖心的春联铺满画室。
民警将于近日将这些满载祝福的 30 余幅春
联一一送到扶贫对象手中。

东方警方与“候鸟”书画爱好者情系贫困户

30余幅春联送祝福

民警将春联送到定点扶贫的民警将春联送到定点扶贫的

板桥镇高园村村委会板桥镇高园村村委会

本报讯（记者王慧 张星 通讯员邓浩
钧）1 月 11 日，海口市人民调解专家库正式成
立并为 82 名调解专家举行聘任仪式，省司法
厅厅长郑学海被聘任为海口市人民调解专
家库首席专家。

据了解，首批海口市人民调解专家库专
家成员共 82 名，涉及检察官、律师、公证、仲
裁、医学、院校教授等 8 大类 20 多个行业领
域人员。82 名专家将发挥各自的专业特长
和优势，积极参与调解重大、疑难复杂的社

会矛盾纠纷，提供专业咨询，出具调解意见
建议，并参与配合市司法局组织做好相关调
解员培训工作，及时为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
处理矛盾纠纷提供智力支持。

“专家库的成立，将更好地动员全社会
力量，运用各自的专业知识，发挥人民调解
能力，助力多元化化解纠纷，为海口平安建
设保驾护航。”海口市司法局局长林明表示，
特别是对一些重大疑难、久拖未结的“硬骨
头”矛盾纠纷，海口市司法局将采取专家听

证研判的模式进行调处，不断提高专家参与
人民调解工作的质量和范围，引导群众理性
解决矛盾纠纷，切实提升全市矛盾纠纷化解
的有效性和公信度。

据了解，人民调解专家库将根据海口市
调解工作的实际情况对专家库的人员及涉
及的专业领域进行不定期增补，充分发挥出
人民调解工作“第一道防线”作用，为建设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作出积极贡献。

海口市人民调解专家库成立

82名调解专家助力多元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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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蒲维好）1 月
10 日上午，东方市召开公共安全管理服务
DNA 数据库评审验收会会议，中国工程院院
士丛斌同专家组对项目进行评审验收。目
前，该项目已通过验收。

据了解，自 2015 年东方市公安局正式启
动全国首个公共安全管理服务 DNA 数据库
建设科研工作以来，该项目即被列入东方市

政府创新基金项目。东方市公安局成立了
全国首个法庭科学 DNA 检验国产化设备、试
剂盒推广实验室。

东方市公共安全管理服务 DNA 数据库
特指法庭科学 DNA 数据库，是以 DNA 技术
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结合为代表的现代科学
技术，以调研社会公共安全防控人群类型为
基层基础建设，从东方本地社会现状并结合

特定人群犯罪特点的角度出发，针对东方市
所有具有潜在危害公共安全的人群而建立
的公共安全数据库，旨在服务侦查破案、执
法办案、公共安全、社会管理、法律诉讼活动
以及沁源关系追溯等，为公安机关提供精
准、快速、高效的身份认定，为政府部门提供
新型、科学、和谐的管控机制，实现“以一带
多”的模式，对创新解决公共安全工作中的

难题具有重要意义。
东方市公安局对被采集对象从医学常

识、伦理道德、个人利益、人身安全、社会安
全及信息保密等多角度进行宣讲，确保 DNA
信息的采集均是在主体知情并自愿同意的
情况下进行，真正做到建库为民、建库靠民、
建库惠民。至今未发生一起因采集公共安
全类人群 DNA 信息引发的信访事件。

海口博爱司法所加强对
社区矫正人员监管

举行矫正人员
入矫宣告仪式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石秋
怡）1 月 11 日，海口美兰区博爱司法所联
合省司法厅选派至美兰区司法局 2 名警
官，对新入矫人员王某某开展入矫宣告
仪式，强化刑罚执行一体化工作，切实提
高社区矫正刑罚执行的严肃性、规范性
和权威性。

宣告仪式上，有关负责人向入矫人
员王某某宣读《社区矫正宣告书》及相关
法律文书的主要内容，明确其矫正期限、
矫正小组人员组成及各自职责。并向王
某 某 及 家 属 宣 读 了《社 区 矫 正 人 员 须
知》，强调了矫正人员应遵守的各项制度
规定及违反规定应承担的警告、撤销缓
刑的法律后果。社区服刑人员王某某宣
读了《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以及《社区
矫正入矫词》，表示自己一定会遵守各项
规章制度，配合司法所监管。

琼海检察院开展法律文
书制作专题培训

增强干警
业务本领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
张勋）琼海市检察院近日举办检察机关
常用法律文书制作专题培训，进一步增
强检察干警的办案能力与业务本领。

琼海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哲从法律文
书规范化制作的重要意义入手，以最高
检 2011 年《审查报告制作规范》及《起诉
书制作规范》为蓝本，结合具体的法律文
书案例及实际工作中积累的经验进行授
课。其间，分别讲解了公诉案件的审查
报告、起诉书、公诉意见书等法律文书的
制作要点。同时就如何做好阅卷笔录，
提高办案效率，熟练运用好庭审技巧、应
对以庭审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带来的挑战
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剖析。

省检一分院召开干警大会述职
述廉评议考核

亮成绩晒问题严测评
本报讯（通讯员林奕通 孔冬冬 记者曹飏）1 月 10 日上

午，省检一分院召开干警大会，机关党委书记作抓党建述职，
7 名部门负责人及检察官进行述职述廉。

会上，该院机关党委书记韩献林通过成绩清单、问题清
单、任务清单，对 2018 年度一分院机关党建工作进行了全面
总结，提出四个方面整改任务。刑执处、民行处、研究室、案
管处、司法警察支队等 5 个部门负责人和 2 名检察官，从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情况、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情况、加强德的建设情
况、落实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本职工作情况、队伍建设情况、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以及存在问题和努力方向等
八个方面进行了述职述廉，其他处级干部和检察官进行书面
述职。述职述廉后，全院干警对机关各部门正、副职领导进
行了民主测评。

定安法院部署“四项工程”助推
2019年工作

提升审判质效
夯实执行规范

本报讯（记者舒耀剑 通讯员彭娟）1 月 10 日，定安法院
召开党组会，结合2018年各项工作实际情况，通过审判质效提
升工程、执行规范夯实工程、队伍素能建设工程和司法为民精
耕工程等四大工程，对2019年工作进行重点部署和推动。

建好审判质效提升总工程，狠抓审判质量效率的提升，
以均衡结案机制、风险防控机制、发改案件倒查评析机制等
三大机制为重要抓手，以类案教学、庭审观摩、审判专业化研
究活动等三大活动为主要平台，着力提升审判质效；抓好执
行规范夯实工程，继续攻坚“执行难”顽固堡垒，全面加强执
行规范化建设，在建立完善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和提升
执行公信力、认可度上寻求突破；做好队伍素能建设工程，以

“2019 年干警素能建设启动年”为主题，以干警通用素能和专
业素能等两大方面培养为目标，狠抓队伍建设；坚持司法为民
精耕工程，依托司法公开四大平台，对立案、审判、执行、信访
等环节全程动态管控，满足群众的知情权，尤其是依托中国庭
审公开网，让公开成为常态，让庭审成为普法宣传的一个重要
平台。

第二批司法类专业教学标准修
（制）订工作培训会海口召开

交流教学标准建设
本报讯（记者陈敏）1 月 12 日，第二批司法类专业教学

标准修（制）订工作培训会在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召开。浙江、
宁夏、山东等全国 20 余所司法类职业院校共 90 余名代表参
加培训。

培训会上，参会专家们分别作了题为“高等职业学校专
业教学标准”等专题讲座以及介绍刑事执行专业标准制订的
相关情况和经验，部署专业标准制订工作任务。与会人员就
司法类专业教学标准建设与应用经验开展研究交流。

在分组讨论中，各专业组就司法类专业教学标准的修
（制）订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就如何发挥各个司法
院校间的联动作用，制定出合适的、具有普适价值的、实践操
作性强的专业教学标准达成了高度共识。

省琼山强戒所把全国统一戒毒
模式试点落到实处

“一进一出一帮教”
等亮点获好评

本报讯（记者王慧 通讯员王奥）1 月 11 日下午，我省司
法行政戒毒系统全国统一戒毒模式观摩会在省琼山强制隔
离戒毒所召开，省戒毒管理局、局机关业务处室相关领导、各
戒毒所所长和分管相关业务工作的副所长及科室领导共 27
人参加观摩会。

与会领导深入一线实地考查了戒毒人员食堂、生理脱毒
区、教育适应区、回归指导区以及五大中心的运行情况，通过
现场查看和听取各相关负责人的介绍，纷纷对省琼山强制隔
离戒毒所全国统一戒毒工作基本模式试点工作完成情况给
予了充分肯定；对三级网络工作机制、大队“两站两室”、戒
毒人员物品点购机、戒毒人员定位定制牌、中心一站式实体
化运行机制、静心书法课程以及“一进一出一帮教”等亮点工
作予以高度赞扬。

据了解，自 2018 年 7 月以来，根据《海南省戒毒管理局关
于印发<海南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推进全国统一的司法行
政戒毒工作基本模式实施方案>的通知》内容要求，省琼山
强制隔离戒毒所党委切实将试点工作层层落至实处。截至
目前，“四区五中心一延伸”框架已具规模，运行顺畅。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封志）1 月 9
日下午，东方市八所镇福耀村村民王某明来
到东方市司法局八所司法所，称岳父倪某荣
与同母异父的兄弟张某祥两家人因母亲过世
之后的安葬事宜产生纠纷进而导致矛盾激
化，可能引发群体性冲突，希望司法所能马
上到现场进行调解。

得知此事后，八所司法所工作人员第一
时间赶到现场。司法所工作人员向家属表达
了对老人过世的哀悼之情，组织倪某荣与张

某祥两家人坐下协商安葬事宜。
经了解，倪某荣为过世老人改嫁前所生，

张某祥兄弟 3 人是老人改嫁后所生。老人生
前由 4 兄弟轮流赡养。1 月 9 日上午，老人在
倪某荣家中过世。兄弟 4 人对母亲的过世十
分悲痛，均希望尽最后的孝道安排老人丧葬
事宜。倪某荣表示按照民风民俗，老人在其
家过世必须由其办葬礼。而张某祥兄弟 3 人
表示，老人生于四更镇四必村，理应落叶归根
回老家办葬礼。双方互不相让引发纠纷。

因纠纷发生地在福耀村地界，司法所工
作人员邀请福耀村委会共同调解该丧葬事宜
纠纷。司法所工作人员与福耀村干部从“情、
理、法”多角度多次与双方当事人沟通，认真
交换意见，对双方当事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耐心劝导双方当事人尽快让老人入土为安。
经过八所司法所工作人员以及福耀村村委会
多番劝解，双方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倪某荣家
出资购买下葬所需物资，由张某祥等人将遗
体带回四更镇四必村举办葬礼并下葬。

丧葬事宜起纠纷
东方八所司法所工作人员成功调解促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

本报讯（记者杨春梅 通讯员潘君萍）五
指山市看守所近日联合驻所武警中队，组织
监管民警、武警官兵开展突发事件预案联合
演练。确保节日期间监所绝对安全，增强驻
所武警、看守所民警处置突发性事件的能力

和安全防范意识。
民警和武警战士在看守所领导和武警中

队领导的统一指挥协调下，按照预案演练方
案内容、步骤开展演练，顺利完成了应急预
案演练的各项科目。

五指山市看守所领导及武警中队领导对
演练活动进行了全面讲评，着重分析了演练
活动中发现的问题和存在的不足，并针对问
题和不足修改充实预案，为 2019 年监所的安
全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指山市看守所为增强处置突发性事件能力

联合驻所武警开展应急演练

洋浦检察院送法进校园

开展法治教育讲座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麦文耀 通讯员赵岩）1 月 10 日，

洋浦检察院干警到洋浦干冲小学开展法治安全教育讲座，为
全校 800 余名师生送上丰富的法律知识。

检察干警以生动详实的案例，从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被
拐骗、诈骗、抢夺、抢劫、饮食安全、消防安全、校园欺凌、监
护人责任等方面，向广大师生警示安全防范工作的重要性，
获得了师生们的阵阵掌声。通过开展校园法治宣传教育活
动，提高了学生的自我防范意识，受到广大师生一致好评。

东方市建成全国首个公共安全管理服务DNA数据库

为警方提供精准快速身份认定

本 报 讯（记 者 林 鸿 河 麦 文 耀）1 月 11
日，儋州市司法局那大司法所、王五司法所、
海头司法所分别在当地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宣传活动，均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那大司法所联合镇综治办、禁毒办、镇
团委、茶山村委会，在茶山村委会那大实验
小学茶山校区门口，通过悬挂横幅、摆放扫
黑除恶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的方式，向

接送孩子的家长和学生进行宣传。
王五司法所联合镇综治办、派出所，在

镇上市场活动通过悬挂横幅、现场咨询解
答、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过往群众广泛宣
传扫黑除恶、反电诈、禁毒等有关法律常识，
营造浓厚的扫黑除恶、反电信诈骗的宣传氛
围，对群众关心的扫黑除恶、禁毒、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等问题给予现场解答，并鼓励群众

检举、揭发黑恶势力和电信诈骗犯罪线索。
现场接受群众现场法律咨询 85 人次，受教育
人数 2300 余人。

海头司法所联合镇综治办工作人员，分
别在海头镇主要街道和各村居委会悬挂扫黑
除恶宣传横幅 40 条，分发扫黑除恶知识小手
册 300 份，并为群众对于扫黑除恶的有关问
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儋州3司法所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

鼓励群众揭发黑恶犯罪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