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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肖倩）为充分发挥先进典
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在全省检察系统营造
奋勇争先、担当作为的良好氛围，1 月 13 日
下午，“不忘初心铸检魂”王才东同志先进
事迹宣讲会在省检察院举行。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刘星泰，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
陈凤超，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路志强
出席宣讲会。

会前，刘星泰会见宣讲团成员时指出，

王才东同志是我省政法干警的好榜样，是脱
贫攻坚一线干部的生动缩影。他公而忘私，
心系贫困群众，以突出的成绩向党和组织交
上了一份合格答卷。全省政法干警都要向
他学习。宣讲团成员要高度重视宣讲任务，
发掘出更多王才东同志的感人故事，用鲜活
的语言把他的精神广泛地传播出去。

路志强在会上表示，希望全省政法干警
认真学习王才东同志先进事迹，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全力以赴做好检察工作，为加快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力量。

据介绍，王才东同志是省检察院第二分
院的一名普通干警，长期担任儋州市木棠镇
蒌根村驻村第一书记。2015 年驻村扶贫以
来，他胸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以实际
行动帮助蒌根村实现脱贫，用汗水和心血、
用信念和生命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出
了最好的诠释。由于积劳成疾，他于 2019 年

8 月倒在扶贫第一线。
宣讲会采用现场宣讲、采访、短片和艺

术情景等相融合的表现手法，通过“新生”
“牵挂”“检魂”“父爱”“传承”5 个篇章，立体
全面地呈现了王才东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
高精神。根据安排，宣讲团还将赴海口市检
察院、省检察院第二分院、儋州市木棠镇蒌
根村、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检察院、三亚市
检察院开展宣讲。

不忘初心铸检魂
王才东先进事迹宣讲会在省检察院举行，刘星泰陈凤超路志强出席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崔善红）“现

在核对双方当事人、委托代理人身份及代理

权限……”，1 月 10 日上午 8 时 30 分，海口市

龙华区法院民庭庭长王国娟在该院第十一

法庭开庭审理一宗买卖合同纠纷案。这是

司法改革后，我省法院院庭长带头办案的工

作日常。

院庭长办案和院庭长审判监督是全面

贯彻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优化审判资源配

置，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举措。据了解，

2019 年我省法院院庭长共办理案件 130254

件 ，人 均 办 案 207 件 ，占 全 省 案 件 总 量 的

55.01%，院庭长带头办案效果突出。

坚持以上率下
压实院庭长办案责任

2019 年 12 月 8 日、9 日，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央视综合频道《今日说法》栏目推出特别节

目《大法官开庭》之《二十秒的真相》（上下）。

据了解，这是以省高院院长陈凤超担任

审判长二审公开开庭审理的一起抢劫案为

主题拍摄制作的专题节目。

“省高院院长带头办理重大、疑难、复杂
案件，对落实院庭长办案制度发挥良好的示

范带头作用，体现了院庭长应有的责任和担

当。”海口中院法官刘大海告诉记者。

司改以来，省高院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

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强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
办理案件工作的意见（试行）》，从制度上进一
步规范院庭长的办案要求，压实院庭长办案
责任，实现院庭长办案的常态化制度化。

省高院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关于加

强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办理案件工作的意

见（试行）》对全省法院院庭长的办案量进行

指标量化，同时明确将发回重审、指令再审、
检察院提起抗诉案件等六类案件优先分配
给院庭长办理，切实发挥院庭长的带头表率
作用。

规范审判监督管理职责
院庭长个案监督全程留痕

“当你翻开一宗案件的卷宗，如果这个
案件在审理过程中被院庭长监督过，你就
会看到一份有着院庭长签名的报告，这是
司法改革后规范院庭长个案监督的一个表
现”，1 月 12 日，省高院刑一庭法官王丹丹
告诉记者。

院庭长进行个案监督应当全程留痕，这
是省高院 2019 年 5 月出台的《关于院庭长履

行审判监督管理权责的规定》中的明确规定。

2019 年 6 月 1 日施行的《关于院庭长履
行审判监督管理权责的规定》，明确了院长
审判监督管理的 13 项职责清单、庭长审判监
督管理的 12 项职责清单和院庭长的 7 项负

面清单，建立了个案监督机制，规定院庭长
对涉及群体性纠纷、疑难复杂新类型、类案、
投诉法官以及存在非法干预过问的四类案
件可以进行个案监督，并规定了个案监督的
方式、程序和效果。

据悉，2015 年海南被确定为全国司法体

制改革的首批七个试点省份之一。5 年来海

南法院不断深入推进司法改革，提出司法改

革“精装修”理念，尤其在探索司法人员分类
管理改革方面成绩突出。2019 年全省法院

已完成第三批 180 名员额法官的选任工作，

在全国首创探索了员额法官候补制度。首

次开展从下级法院遴选员额法官工作。建
立员额法官退出机制，出台了《海南法院员
额法官退出管理办法》。在全国开创性的实
施法官延迟退休制度。

老赖卖车
转移财产
被澄迈法院判刑

本 报 讯（记 者 王 季 通 讯 员 王 咸
青）由澄迈检察院办理的第一宗拒不

执行法院生效判决的案件，日前，澄迈

县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判 处 被 告 人 梁 某 华 有 期 徒 刑 1 年 ，缓

刑 1 年。

海南某混凝土有限公司澄迈分公

司与被告人梁某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澄迈县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4 月 9 日作出

民事判决，判令梁某华于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向原告澄迈分公司支付货款 319515

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判决生效后，梁某华未在判决确定

的期限内履行义务，混凝土公司向澄迈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据查，梁某华名下

有一辆普拉多牌汽车。澄迈法院在立

案执行后，向梁某华发出执行通知书和

报告财产令，梁某华仍拒不履行义务，

且拒绝申报财产，并在判决生效期间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将其名下的普拉多牌

汽车转移，所得款 355000 元亦未支付该

案案款，继续以躲避、“失踪”的方式拒

不执行法院已生效的判决，直至 2019

年 7 月 20 日被抓捕归案。2019 年 8 月

23 日，梁某华亲属向混凝土公司支付

案款 18 万元，取得该公司的谅解。

省高院传达学习中央、省委“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
会精神要求

春节前全力执结
拖欠民工工资案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侯俊杰）1 月 12 日上午，省高
院举行党组（扩大）会议，学习传达中央、省委“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精神，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
工作进行部署。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凤超主持会议。

陈凤超指出，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省高院突出法院特色，
强化上下联动，围绕营造自贸区（港）法院建设和营造法治
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两项重点工作，把主题教育的成
效转化为对实际工作的推动上，转化到审判实践中，工作成
效显著。特别是在切实解决执行难、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三项重点工作中表现突出，得到省
委的充分肯定。

陈凤超强调，省高院党组要主动扛起责任担当，相关部
门密切配合，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落实落地。每
年部署一项主题实践活动，梳理解决一批突出问题，注重学、
改、行的实际成效。要组织领导高院机关和全省法院开展深
入学习，通过“三会一课”、党组理论中心组、支部学习会议、
主题党日活动等形式，深入系统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要加强队伍建设，特别是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和
党风廉政建设，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法院队伍。要
开展自贸区（港）法院建设大调研，研究制定适应自贸港建设
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要抓好节前各项工作，重点防范和
化解重大风险案件、涉诉信访案件，全力执结拖欠农民工工
资案件，确保农民工在春节前拿到工资。严格遵守廉政纪律
和“八项规定”，确保廉洁过节。

执行法官胡猛带队赴执行现场执行法官胡猛带队赴执行现场

本报讯（记者肖瀚）1 月 13 日下午，省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刘星泰到省公安厅调研督
导海南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工作，并召
开现场调度会。他强调，要以时不我待，只
争朝夕的精神，全力推进社管平台建设，确
保高质量如期交付使用。

刘星泰来到社管平台综合楼大厅、机
房、指挥中心施工现场，详细询问工程进
度，了解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在随后

召开的现场调度会上，刘星泰听取了社管
平台综合楼项目建设情况汇报，研究解决
存在问题。与会人员展开深入讨论，提出
意见建议。

刘星泰对社管平台项目建设推进情况
表示肯定，他强调，社管平台是省委十二项
制度创新的“一号工程”，是自贸港风险防
范与管控工作的重要实战化平台。各有关
单位要按照时间节点，继续加快推进社管

平台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如期交付使用。
要注重运维团队建设，进一步建立完善运
行机制、分析研判措施和监督考核制度，同
时坚持随机性演练常态化，不断提升平台
实战化水平。要强化规划指导，科学统筹
协调，扎实推进社管平台一、二期项目建
设。要从海关监管和反走私需求出发，按
照《海南省反走私暂行条例》的要求，尽快
制定方案，不断强化社管平台反走私功能

建设。要加大资源整合力度，继续推动视
频监控、业务数据等资源的汇聚整合，确保
各类数据资源发挥综合效应。要加强对市
县分平台建设的督促指导，齐心协力推动
社管平台建设，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
设贡献更大力量。

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省住建厅、省社
管平台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领导，相关建设
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刘星泰在海南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工作现场调度会上强调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精神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我省法院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去年院庭长办案占全省案件总量55.01%

院庭长成办案主力军

1 月 8 日上午 7 时 30 分，海口中院执行
局综合科长、一级法官胡猛便来到办公室，
开始整理当天所要办理案件的相关材料。
面对办公桌上一摞摞卷宗，胡猛先把它们
一一分类归纳。

“这些都是今年刚刚接到的新案。”胡
猛告诉记者，结案的喜悦没过多久，就又得
投入办理更多的新案件中。

进入法院 10 年来，胡猛一直用自己的
智慧与努力在审判道路上烙上一个个坚实
的脚印：2016 年至 2019 年 10 月，他共收执
行案件 603 件，结案 557 件，结案率 92.3%。

在近日召开的全国法院“基本解决执行
难”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胡猛被最高院和
人社部表彰为“基本解决执行难”先进个人。

从军人成为法官

“法官们威严、公正的形象给我留下了
深刻印象，让我心里十分仰慕。”回忆起当
年为何选择做法官，胡猛眼神里仍是无尽
的崇拜和欢喜。

现在在法院工作游刃有余的胡猛，其
实并非科班出身。大学学化学专业的他，
大学毕业后入伍，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
放军军官。通过在部队期间的努力学习，

他成功考过司法考试，2010 年转业到海口
中院工作，一切从零开始。出于对这份职
业的热爱，他勤读苦研，对法律知识越涉越
广、越涉越深。

然而他自己却谦虚地说：“我干这一行
靠的是‘笨鸟先飞’。”胡猛有一个习惯，就
是每天上班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把手
头经办的案件详细梳理一遍。 （下转 5 版）

昌江黄鸿发涉黑团伙及“保护
伞”案一审宣判，196名被告人获刑

主犯黄鸿发被判死刑
本报讯（记者肖瀚 通讯员刘佳）1 月 13 日上午，省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对备受社会关注的黄鸿发涉黑案及“保护
伞”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黄鸿发以犯组织、领导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等 16 项罪名，数罪并罚，判
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
人黄鸿明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等罪，
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缓期 2 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限制减刑；被告人黄应祥、黄鸿金
等 187 人以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
敲诈勒索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25 年至 1 年不等刑期。对
昌江黎族自治县原县委常委、公安局局长麦宏章、昌江原
副县长周开东等 7 名“保护伞”，以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至 2
年半不等刑期。

据了解，上世纪 80 年代末，黄鸿发及黄鸿金、黄鸿明、黄
鸿波（已死亡）凭借其父亲黄应祥任昌江建委建安组组长的
公职身份，作风蛮横，逞强争霸，黄氏家族在昌江恶名初显。
1990 年，黄鸿明纠集他人实施故意伤害行为致 1 人死亡、1 人
重伤，未被司法机关处理，黄氏家族在昌江地区恶名远扬。

1991 年，黄氏家族开始在昌江开设赌场，1995 年为打击
竞争对手，垄断地下赌场，黄鸿发组织、指挥林某等人故意伤
害姜某某致其重伤，至此，黄鸿发黑社会性质组织正式形
成。该涉黑团伙对昌江地区的赌场、铁矿、混凝土、石场、砂
场、废品回收、娱乐场所、农贸市场、啤酒销售、烟花爆竹、土
建工程、摩托车销售、典当行、驾校等多个行业领域形成非法
控制或重大影响。该组织利用在当地的强势地位，“以商养
黑”“以黑护商”，通过十几个经济实体攫取 20 余亿元的巨额
非法收益，用于支持组织的运行、发展。

该涉黑团伙长期在昌江地区通过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
织地实施大量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称
霸一方，导致 2 人死亡、3 人重伤、13 人轻伤、5 人轻微伤的严
重后果，造成昌江地区人民群众极大的心理恐惧，致使大量
被害人不敢报案。

该案经省一中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法庭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并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
罪性质及对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了上述判决。

逮老赖有耐心 办案有激情
海口中院法官胡猛凭拼劲和智慧3年多办结557件执行案

□本报记者陈敏

海口琼山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吴敏
扎根基层做群众法律服务贴心人

让群众存疑而来满意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