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舒耀剑）7 月 9 日，定安
县司法局正式启动村（居）法律顾问第一
季度考评工作。

此次考核采取听汇报、查台账、座谈
等方式，对全县 126 个村（居）的法律顾问
值班情况、为村（居）治理提供法律意见、
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帮助、参与
开展法治宣传、参与人民调解工作、开展
法律服务振兴乡村、信息报送等日常工
作情况进行考核，以及村（居）干部和群
众 对 法 律 顾 问 的 服 务 满 意 度 评 价 。 同
时，为激励村（居）法律顾问更好的参与
法治定安建设，考核设置奖励分项。

此次考核，旨在加强和规范村（居）法律
顾问的监督管理，确保民心工程落地生根。

定安司法局启动村（居）法律顾问考评

加强监督管理 确保服务质量

定安司法局启动村定安司法局启动村（（居居））法律顾问考评工作法律顾问考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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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强化驻所检察监督

维护监所安全稳定
本报讯（记者宋飞杰 通讯员黄祥）近日，白沙黎族自治

县委副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李广清，县委常委、县公安局局
长马琼才，县检察院检察长胡俊东一行组成联合检查组，到
看守所监区进行再巡查，强化驻所检察监督工作，维护监管
场所安全稳定。

对照省委政法委、省检察院、省公安厅于 6 月 24 日联合
检查发现的问题清单和整改方案，联合检查组深入白沙看守
所进行再巡查。在听取看守所汇报整改工作的情况报告后，
联合检查组提出意见和建议。

联合检查组指出，驻所检察室要继续发挥检察监督职
能，敢于监督，强化监督面；整顿队伍作风，杜绝麻痹思想，坚
决遏制苗头性、倾向性的安全隐患，确保整改工作取得成效。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马宏新 许光伟
通讯员洪纬）7 月 10 日，省检二分院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组理论
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与会人员在集中自
学的基础上，围绕学习内容，结合个人工作
岗位职责和学习感悟，进行交流发言。

会议强调，全体党员干警要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最高检和省
检察院的决策部署上来，紧密围绕“守初心、
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积极开
展好主题教育，扎实做好各项检察工作，以

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会议要求，各部门要继续坚持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重要论述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原原本本
读原文、认认真真悟原理，准确领会精神实

质；要结合本部门工作对标对表梳理问题清
单，认真检视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明
确责任领导和责任人，从严从实从快抓好整
改；要坚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加强党性锻炼，坚定理想信念，
忠实履职尽责、带头实干担当。

省检二分院党组理论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要求

梳理问题清单 从严从快整改

本报讯（记者王慧 通讯员李浩）7 月 11
日，省司法厅“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第二巡回指导组到省三江监狱召开巡回
指导工作会议。

会上，省三江监狱相关负责人对主题教
育开展情况做了详细汇报。

巡回指导组要求，要提高认识，高度重

视主题教育工作；要善于总结，认真盘点本
单位工作，及时整理收集主题教育工作材
料，认真撰写主题教育书面汇报材料；多措
并举营造主题教育良好氛围，通过横幅、宣
传栏、LED 屏幕等传统媒体和学习强国 APP
等新兴载体，营造良好的主题教育氛围。

当天下午，省三江监狱党委召开主题教

育工作推进会，要求要把学习教育、调查研
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彻始终，牢牢掌握
主题教育根本任务、总要求和具体目标，在
学思悟上下工夫；要沉下去调研，及时解决
基层正在面临的难题，加强对各支部的督促
检查，做到边学边查边改；要用主题教育引
领工作方向、激发工作热情、检验工作成效。

省司法厅主题教育第二巡回指导组到省三江监狱指导工作时要求

边学边查边改解决难题

省海口监狱组织退休老
党员开展主题座谈会

不降低标准
不降低质量

本报讯（记者王慧 通讯员金胜利）7
月 10 日，省海口监狱组织退休老党员代表
座谈，加强对老干部党员开展主题教育的
针对性指导。

座谈会上，省海口监狱相关负责人听
取了老干部党支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开展情况汇报，对老干部党支部
主题教育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作出进一
步强调，做到不降低标准、不降低质量。

省乐东监狱领导为党员
干警上微党课

强化责任担当
坚守安全底线
本报讯（记者王慧 通讯员邓伦参）

近日，省乐东监狱党委领导班子及全体
支委成员到梅山老区革命烈士陵园开
展“ 不 忘 初 心 、牢 记 使 命 ”主 题 党 日 活
动，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接受
党性洗礼。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
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以最洪亮的声
音，铮铮的誓词，表达了对革命先烈的诚
挚敬意和誓死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不
悔誓言。

随后，省乐东监狱相关负责人为大家
上了一节生动的微党课，强调要牢牢把握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
要求，以此次主题教育活动为契机，强化
责任担当，坚守安全底线，确实维护监狱
安全稳定；扎实开展好主题教育，真正做
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
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
廉洁做表率”。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许光伟 通讯员
吴江娜）7 月 9 日，洋浦经济开发区检察院召
开党组中心组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关
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之
节选《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重要论述选编》之节选《领导干部要在
改进作风上发挥示范作用》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之节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主题教育在个人自学环节结束后，参会

成员围绕上述学习资料谈认识和感受。大
家纷纷表示，要以此次学习为动力，坚持群
众观点、群众立场，坚持真抓实干、勇于担
当，主动适应新形势下人民群众的多元司法
需求，深化司法为民便民利民举措，鼓足干
劲做好当前各项检察工作。

洋浦检察院举行主题教育学习会要求

深化司法为民便民利民举措

本报讯（记者杨春梅 通讯员李芳芳）7
月 11 日，五指山市法院组织召开全院干警
大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五指山以“黄花梨”
事件为镜鉴召开的全市干部大会会议精神，
并组织集中观看了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播
出的专题片《珍稀树种为何难逃厄运》。

会议指出，《珍稀树种为何难逃厄运》
专题片报道了五指山市存在黄花梨遭遇盗
砍滥伐，森林资源监管节节失守等问题。该

片集中反映出乡镇一些工作人员存在政治
意识不高、法律意识淡薄、纪律作风涣散等
突出问题，对法院干警具有现实的教育警醒
意义。

会议要求，全院上下要深刻吸取黄花
梨事件教训，进行自查、自警、自改；各支
部各庭室抓好集中学习，以案为鉴，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全院干警要加强作风整治，个人要在深刻

反思的基础上，做到讲政治，讲规矩，守纪
律，守底线；纪检监察部门要做好纪律监
督，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斗争；帮扶
干部既要抓好扶贫攻坚工作，也要做好农
村有关涉林法律法规的普法工作，通过以
案说法等形式，让群众充分认识到破坏环
境资源的违法行为要受到刑法处罚，从源
头上预防和减少破坏环境资源刑事案件的
发生。

五指山法院召开全院干警大会要求以“黄花梨”事件为鉴

深刻吸取教训 自查自警自改

澄迈永发镇组织镇村干部参观
法治教育基地

提升拒腐防变能力
本报讯（记者王季 通讯员王育宾 李月云)7 月 11 日，澄

迈县永发镇委有关领导带领镇政府干部职工和村两委干部
一行 50 人，到设立在澄迈老城检察室的澄迈县法治教育基
地参观学习，接受法治教育，进一步提升党员干部的拒腐防
变能力，增强党性修养、廉洁自律意识和党纪政纪法纪观念。

老城检察室干警利用法治教育基地公益诉讼元素和历
史文化元素相互融合的特色，从“法”“廉”两方面，展示法治
建设的实践探索和丰硕成果，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教
育课。

参观人员纷纷表示法治教育基地设计新颖，内容详实，
不拘泥于写在纸上和挂在墙上的法治教育形式。

陵水英州司法所加强社区服刑
人员监管

组织学习“特赦令”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麦文耀）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司

法所近日组织社区服刑人员集中学习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
发布的“特赦令”内容，切实加强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

英州司法所工作人员对社区服刑人员讲解“特赦令”的
内容，要求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结合自身情况，符合特赦条件
的要积极向司法所申报。工作人员还对照“特赦令”9 条特
赦条款，对在册社区服刑人员逐一进行排查，查阅档案材料、
判决书，核实身份信息，让每一位服刑人员都明白此次特赦
的范围和条件，确保“不错赦一人，不漏赦一人”。

通过此次集中学习“特赦令”，使社区服刑人员领会国家
特赦制度，加大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力度。

定安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法院执行

推动执行难问题
有效解决

本报讯（记者舒耀剑 通讯员黄迪）7 月 9 日，定安县人
大常委会对定安法院执行工作进行专题调研，推动执行难问
题有效解决。

当天上午 9 时，在座谈会上，定安法院相关负责人根据
2016 年以来的执行工作情况进行汇报，汇报内容涵盖“三个
90%、一个 80%”四项核心指标完成情况、案件集中执行活动
情况、司法救助情况等多个方面，并对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建
议向专题调研组成员和各执行联动单位负责人进行说明，听
取专题调研组成员对当前执行工作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15 时许，专题调研组到定安法院进行实地调研，听取了
该院执行局相关负责人讲解的执行系统操作，并通过单兵执
法仪在执行指挥中心与执行现场互通互联，了解执行指挥中
心的工作模式。随后，专题调研组在定安法院家事法庭观看
该院执行记录影片。

东方检察院召开党风廉政建设
联席会

强化干警纪律意识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王万全）7 月 10 日，东方市检

察院召开 2019 年第二季度党风廉政建设联席会议暨意识形
态工作联席会议，该院党组成员、检委会专职委员、各部门负
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各部门负责人结合工作实际汇报了本部门第二季
度的党风廉政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情况，重点汇报主要工作
做法，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针对问题提出下一步工作
打算。

就如何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会议要求，
全院干警要强化政治学习，确保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
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全院干警要牢固树立底线不能越、红线不能碰、高压线
不能触的纪律规矩意识，特别是院领导和部门负责人要率先
垂范，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落实好
谈话提醒制度，敢抓敢管，抓早抓小，从严要求；要结合开展

“以案促改”工作，深刻以案析理、以案明纪、以案促改、以案
为鉴，持续深入抓好整改，确保问题见底，健全长效机制；要
认真履行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清
单内容，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开展经常性督促检查；要积极发
挥检察舆论场地的优势，充分利用检察门户网站、“两微一
端”等新媒体平台开展检察宣传，以意识形态工作促进检察
工作发展，传递检察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马宏新 许光伟）
儋州一学生在上晚自习时睡着，醒来时发现
教学楼大门已锁，其从 2 楼爬到 1 楼时不慎
摔伤，导致右脚骨折，关节软组织挫伤，因
其医疗费及后续手术费等各项费用与校方
引发纠纷。7 月 10 日，双方当事人在儋州市
那大司法所调解员的调解下达成调解协议，
一宗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得到圆满解决。

据了解，3 月 3 日晚，吴某的小孩吴某某

在儋州市某学校教室上晚自习期间睡着，直
到 23 时 30 分醒来，当时学生们已经离开教
室，教室已关灯，教学楼一楼的大门也上
锁。吴某某从 2 楼爬下 1 楼时不慎摔伤。在
住院期间，手术等费用报销后个人自付 3 万
多元，后续还要动手术，吴某要求校方承担
医疗费及后续手术费等各项费用，由此引发
纠纷。

双方当事人经过长达4个多月的协商都

未能达成一致意见。7月1日，吴某到那大司
法所申请调解。随后，那大司法所调解员于
7 月 2 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调解员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分清责任，耐心细致做
双方思想工作。调解员经过 8 天不懈努力，
双方当事人在赔偿金额上达成一致，并于 7
月10日签订调解协议书：校方同意向吴某某
支付人身损害补偿款 1.8 万元。至此，该宗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得到圆满解决。

一学生攀爬教学楼摔伤引纠纷
儋州那大司法所调解员历经8天化解，校方同意补偿1.8万元

海南政法系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F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