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讯（记 者 林 鸿 河 马 宏 新 许 光
伟）9 月 10 日上午，儋州市法院代院长郑兰
清担任审判长，市检察院检察长陈旭以公
诉人身份出庭支持公诉，法检“两长”适用
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堂审案，半天
审结 5 件案件，当庭宣判，当庭送达，大幅
提升办案效率，有效推动了认罪认罚案件
审理工作扎实落地。市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特邀监督员及二中院辖区法院部分刑
庭法官、市检察院检察官等 60 余人观摩了
庭审过程。

为开好此次法检“两长”示范庭，开庭
前一天，儋州法检两家共同召开了庭前会
议，对简化认罪认罚案件庭审程序进行协
商，并达成一致意见。

在适用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理的
5件案件中，其中吴某江犯贩卖毒品罪、李某
雄犯交通肇事罪、李某宝犯寻衅滋事罪、刘某
豪犯危险驾驶罪等 4 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羊某壮、潘某勤犯诈骗罪一案适用速裁程序
审理。庭审中，检察官摘要宣读起诉书，简要
进行举证，并提出具体明确的量刑建议，陈旭
当庭对该5起案件分别发表了公诉意见。儋
州法院全部采纳儋州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
议，支持公诉意见，当庭进行宣判，并向被告
人送达刑事判决书。6名被告人被分别判处
6年2个月至拘役5个月不等刑期，并处20000
元至8000元不等罚金。6名被告人当庭认罪
悔罪，均表示服判不上诉。整个庭审依法、规
范、有序、高效。

陈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被告人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法修改后一个新的制

度，是一项新的挑战，儋州检察院充分发挥被
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主导作用，加强
业务学习，努力实现幅度量刑到精准量刑的
转变。今天法检‘两长’示范庭，对下一步儋
州法检两家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将起到示范性
的推动作用。”

郑兰清表示，“今天审理的5件案件在开
庭审理阶段，由于6名被告人均认罪认罚，大
大节省了开庭审理的时间，取得了多重效果
的有机统一。下一步，儋州法院将继续落实
好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各类刑事案
件区别对待，简案快审，疑案精审，将有限的
司法资源配置向处理重大疑难的案件上倾

斜，逐步建立由多数法官办理少数疑难复杂
案件、少数法官解决多数简单案件的工作格
局，加快两个‘一站式’建设，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观摩了 5 起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庭审的
儋州市人大代表表示，集中审理认罪认罚
案件的模式，效率高、效果好，有助于节约
司法资源，实现简案快办、难案精办，也让
他们切身感受到法检两家对落实这项制度
的高度重视。检察官、法官代表也纷纷表
示，法检“两长”办理认罪认罚从宽简易
程序案件，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是一次非
常难得的学习机会。

儋州法检“两长”同堂办案半天审结5起案件

6名被告人当庭认罪悔罪

儋州法检儋州法检““两长两长””同堂办案同堂办案 记者许光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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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星 王慧）9 月 9 日晚，
2019 年“为了明天—海南省法治文艺进校
园”巡演活动在海口旅游职业学校启动，为
广大师生带来精彩法治第一课。

整场演出通过《劝阻》《欺人太甚》《300块
钱也违法》《凋零的花季》《不一样的母爱》《毒
瘾难消》等 6 个情景小品，以生动的语言、极
富感染力的表演展示当前未成年人教育中的
突出矛盾和困惑。在演出互动环节，学生、家

长和老师们围绕“毒品”“黑恶势力”“校园欺
凌”等热点话题与法治教育专家进行现场互
动交流，让广大青少年学生从法、理、情融合
的演出中深受教益，引导广大青少年遇事找
法、崇尚法治、信仰法治。

据了解，今年是“为了明天—海南省法
治文艺进校园”巡演活动开展的第 7 个年头，
7 年来，省司法厅、省普治办坚守节目质量、
更新节目内容、创新宣传形式，通过 385 场精

彩演出在全省 65 万学生心中播撒下遵纪守
法的种子。

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口、三亚、
儋州、昌江、陵水 5 市县今年将在原有安排基
础上主动要求增加演出场次，让更多的孩子
接受普法教育。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马宏新 许光伟）
9 月 9 日，儋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禁毒委主
任朱洪武深入基层研调指导该市 2019 年禁
毒工作情况时强调，要紧盯目标任务，着力
构建禁毒工作长效机制，采取有力措施，持
之以恒抓好禁毒工作，坚决打赢禁毒三年大
会战收官之战。

当天，朱洪武走访了儋州市强制隔离戒
毒所，了解查看了禁毒教育基地规划、建设

及功能布局等情况，到那大镇西干居委会调
研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查阅社戒社康人
员档案、台账，召开座谈会听取全市禁毒工
作年度情况汇报。

朱洪武要求，要以“减存量，控增量”为
抓手，最大程度减少毒品流入，要针对重点
人群、重点区域、重点环节开展禁毒教育宣
传工作，进而有效遏制新增吸毒人数；要对
吸毒人员进行全面梳理，逐一登记造册，建

立动态管控数据库，引导其向好的方向发
展；各级政府要加大力气，运用山歌、调声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通过现身说法，全面提升青少年识毒、防毒
和拒毒意识，要面向广大妇女和家庭开展形
式多样的禁毒宣传，做到宣传进社区、进家
庭；各单位要采取精准措施，强化责任，形成
合力，努力构建禁毒工作的长效机制，推动
禁毒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儋州市禁毒委主任调研指导基层禁毒工作要求

“减存量控增量”遏制吸毒人数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王倩）张
某文因怀疑别人与自己对视，伙同他人将对
方打伤。海口美兰区法院近日公开审理此
案，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文有期徒
刑 8 个月。

据了解，2018 年 10 月 28 日凌晨 2 时，罗
某、周某、吴某、郭某(均已判刑)在海口市美
兰区灵山镇朱某学经营的夜宵店吃夜宵。
期间，罗某因怀疑吃夜宵的李某、姜某与其

对视，便电话纠集被告人张某文前来教训李
某、姜某。李某、姜某两人欲离开时，罗某伙
同周某、吴某、郭某、张某文上前殴打李某、
姜某，罗某、周某持砖头击打李某、姜某后脑
勺。姜某跑走后，罗某、周某、吴某、郭某、张
某文上前继续对李某拳打脚踢。经鉴定，被
害人李某、姜某损伤属轻微伤。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张某文的家
属代为赔偿两被害人。

海口美兰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
某文伙同他人随意殴打他人，致二人轻微
伤，情节恶劣，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
罪。被告人家属积极赔偿，被害人对被告
人表示谅解，可从轻处罚。被告人张某文
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当庭自
愿表示认罪认罚，同意公诉机关的量刑建
议，依法可从轻处罚。据此，美兰法院依法
作出以上判决。

怀疑对方与自己对视出手伤人
海口一男子犯寻衅滋事罪获刑8个月

本报讯（记者黄赟 通讯员曾洁爽 宋
秋婷）张某借钱不还被诉至法院，海口秀英
区法院近日判决被告张某向原告羊某返还
借款本金 40 万元及利息。

2015 年 4 月，张某以工程项目缺钱为由
向羊某提出借款，羊某将 40 万元通过银行转
账的方式出借给张某。2017 年 6、7 月份，张
某离开海南到陕西从事脑立方全脑应用项
目有关工作，张某向羊某说该项目利润很

高，一定能还钱，但 2018 年之后张某就不再
与羊某联系。羊某催收借款未果，遂将张某
诉至秀英法院。

秀英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张某向原告
羊某借款有银行汇款凭证及短信记录为凭，
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被告张某逾期
不还款，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过
错责任。被告张某应当向原告羊某支付借
款本金 40 万元元及逾期利息，因双方未明确

约定利息，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原告羊
某关于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2015

年-2019 年）贷款利率从 2015 年 4 月 17 日起
算至付清之日止的主张没有违反法律规定，
应予支持。

根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法院
判 决 被 告 张 某 在 判 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之 日
起十日内向原告羊某返还借款本金 40 万
元及利息。

一男子借钱不还“玩失踪”
海口秀英法院判还本付息

诈骗房东15万元
广东一男子潜逃到海口被抓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吴小君）9 月 8 日，海口铁路
公安处北港码头派出所民警在北港码头成功抓获涉嫌诈骗
潜逃的网上追逃男子刘某（25岁，广东省吴川市人）。

据了解，民警通过前期摸排工作中得到的线索，得知涉
嫌诈骗案的刘某将通过广东湛江火车轮渡北港码向海南方
向逃跑。派出所迅速部署警力进行抓捕，当天 18 时成功将
刘某抓获。

经查，2018 年 6 月，犯罪嫌疑人刘某在广东省吴川市取
得房东易某的信任后，先后以编造打官司、买房等借口向房
东借款 15 万元，随后消失。吴川警方接受害人报案后，立即
立案侦查，刘某涉嫌诈骗被网上通缉。案发后，刘某企图通
过乘坐轮渡逃往海南，不料被民警截获。

海口龙华区法院与司法局会签
诉调对接工作文件

打造全方位
纠纷化解模式

本报讯(记者杨希强 通讯员毛雨佳 蔡承霖）9 月 9 日，
海口龙华区法院与龙华区司法局举行诉调对接工作文件会
签仪式并为人民调解室揭牌。

海口龙华区法院要求，诉调对接要以人民为中心，维护
人民的合法权益。在高效便捷工作的同时，诉调对接工作无
论是人民调解还是司法确认，各项工作都要确保在法律的框
架内进行；法院和司法局作为多元化解决纠纷“一站式”建设
的主要载体，双方要以诉调对接工作为起点，打造以龙华区
党委领导下的多元化、全方位的纠纷化解模式，同时要借助
信息化建设，推动构建高效便捷、可持续发展的多元化纠纷
解决机制。

龙华区司法局表示，此次会签是双方“诉调对接”工作的
新起点，区司法局将主动作为，坚持问题导向，以高标准高质
量的要求，为龙华区社会治理创新，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

会签仪式上，龙华区法院与龙华区司法局会签《龙华区法
院与龙华区司法局诉调对接工作制度》。与会人员对进一步
完善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如何加
强双方单位之间的协调配合等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了各自
的意见和建议。

昌江多部门联合开展行政复议
法宣传

引导群众自觉选择
行政复议表达诉求
本报讯（记者郝文磊 通讯员陈怡）9 月 10 日，昌江黎

族自治县司法局联合叉河镇政府、综合行政执法局、卫健
委在叉河居委会举办行政复议法宣传活动，引导广大人民
群众自觉自愿的选择通过行政复议表达利益诉求、解决行
政争议。

活动以“以人为本 复议为民 建设法治昌江”为主题，通
过设立宣传台、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广大群众
宣传什么是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的优越性，行政复议的原则、
受理范围、申请期限、书写申请书注意事项以及申请行政复
议须提交的材料等内容，针对群众提出的有关行政争议如何
解决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解答。

活动发放《行政复议法》《人民调解法》等法律手册 1500
册，提高群众对行政复议相关法律知识认知度。

五指山市国庆安保维稳
工作动员部署会要求

确保落实见效
本报讯（记者杨春梅）9 月 10 日上午，

五指山市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国庆安保维
稳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五指山市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刘辉出席会议并讲话，市
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钟鸣在会上对国庆
70 周年各项安保维稳工作进行部署。

会议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忧患
意识，增强安保维稳工作的责任感和紧
迫感。要紧盯任务目标，强化工作措施，
要强化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确保各
项部署要求落实见效。

要求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紧紧围绕
中央提出的“五个严防、四个确保”和省委
省政府提出的“六个坚决防止、三个确保”
的安保维稳工作目标，认真履行维护稳定
第一责任，从严从细抓好各项工作措施落
实，把做好大庆安保维稳工作作为当前的
首要政治任务。

屯昌公安局召开警示教
育会要求从严治警

守住法律底线
本报讯(记者蒙职宇 通讯员林芳龙）

屯昌县公安局近日传达屯昌县警示教育
大会会议精神等内容。

会议指出，全体民警、辅警要守住法
律底线，严格规范公正执法，树立良好的
人民警察形象，做到“警钟长鸣”；要坚持
依法行政，增强廉洁自律意识，时刻保持
头脑清醒，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坚决维
护党员干部尊严，维护警队形象，维护群
众利益。

会议强调，纪律作风建设永远在路
上，全面从严治警一刻不能停歇。全体民
警辅警要坚决落实“对党忠诚、服务人民、
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锻造一支敢
打必胜、纪律严明的过硬队伍。

召集3人刷漆
致1死2人轻微伤
刘某林因重大责任事故罪获刑

本报讯（记者黄赟 通讯员曾洁爽 宋秋婷）刘某林因组
织未经过有限空间作业培训的 3 名被害人对储槽内壁进行
涂刷油漆作业，3 人出现不同程度的中毒症状，其中 1 人经抢
救无效死亡，两人受轻微伤。公诉机关对刘某林提起公诉，
近日，海口市秀英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以重大责任事故
罪判决被告人刘某林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

2017 年 4 月底，刘某林答应以 1500 元为王某的东风牌
货车上焊制的铁罐涂漆用于盛装橡胶水。同年 5 月 20 日
晚 22 时许，王某安排司机将其货车开到海口市南海大道
省气象台附近，之后在刘某林的引领下，将车辆开至刘某
林指定的保养基地西侧马路边。当晚 23 时许，刘某林在
未按照有限空间作业要求进行通风、检测等准备工作的
情况下，组织未经过有限空间作业培训的被害人易某、曾
某、刘某庆 3 人对储槽内壁进行涂刷油漆作业，作业现场
使用的材料及工具由刘某林购买并供易某等人使用。易
某、曾某、刘某庆 3 人在储槽内涂刷油漆约几分钟后，爬上
储槽顶部休息。之后，易某等人重新进入储槽内继续涂
漆。几分钟后，易某、曾某、刘某庆 3 人均晕倒在储槽内，
刘某林发现后，与易某的朋友一起对刘某庆等人进行施
救。随后，119 救援人员到达事故现场继续进行救助。曾
某、刘某庆、刘某林 3 人因昏迷被送往医院救治，易某经
120 医务人员现场抢救无效死亡。

经鉴定，易某符中毒性窒息死亡；刘某林的伤情构成
轻伤二级；刘某庆、曾某的伤情构成轻微伤。经检测，易
某进行刷漆作业的储槽内甲苯和二甲苯均超标，甲苯和
二甲苯均超标，甲苯浓度是国家标准的 1.7 倍，二甲苯是
国家标准的 1.58 倍。事发后，王某向被害人易某的亲属支
付赔偿金 70 万元。

秀英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林在组织人员进行
有限空间作业时，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一
人死亡、两人轻微伤的重大伤亡事故，其行为已构成重大
责任事故罪，遂作出上述判决。

我省2019年法治文艺进校园巡演在海口启动

把遵纪守法种子撒在学生心中

情景小品演出现场情景小品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