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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冯清
艳）3月11日，琼海市人民法院博鳌法庭成功
调解一起邻里间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据了解，杨某兴与符某亮房屋相邻建
造，杨某兴先行建房居住多年，符某亮于
2019 年开始建房，符某亮建房开挖地基时，
导致杨某兴房屋出现裂痕，双方因此多次

发生冲突，邻里关系急剧恶化，杨某兴一纸
诉状将符某亮告至法院。

受理案件后，博鳌法庭法官通过电话向
双方了解案件情况和房屋损害情况，并到现
场勘查调解。考虑到双方系同村村民，平日
关系良好，因此事两家产生矛盾互不相让，
多次发生争执，影响了邻里关系的和睦相

处。为化解双方矛盾，法官运用“背对背”调
解方法，从法律、道德、人情各方面对双方进
行疏导和劝解。经法官多次耐心调解，双方
态度趋于缓和，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
议，符某亮同意一次性向杨某兴支付房屋损
害赔偿款 10 万元，并以现金当场结清，双方
握手言和并表示今后将友好共处。

挖地基致邻居房裂起纠纷
琼海法院法官现场多次耐心调解，原告当场拿到10万元赔偿款

在法官调解下在法官调解下,,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马宏新 许光伟）
3 月 15 日晚，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依托

“路长制”勤务机制，夜查酒驾醉驾违法行
为，当晚，共 45 起查处交通违法行为，其中酒
后驾驶 2 起、不按规定使用灯光 8 起、其他违
法行为 35 起。

据了解，为确保行动顺利进行，该支队
对酒驾查处流程做了详细规定，并在行动中
对执法装备进行仔细消毒杀毒，路管员也按
要求佩戴安全防护设施，保证盘查的机动车
驾驶人和路管员的绝对安全。

行动期间，该支队全体参战路管员同心

协力，尽职尽责，严格遵守各项规定，规范着
装、佩戴口罩，在辖区重点路段、重要路口设
置临时检查点，充分利用照像机、执法记录
仪、酒精检测仪等执法设备进行取证，严查
酒后驾驶、涉牌涉证、超员等各类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儋州交警依托“路长制”开展夜查行动

1晚查处45起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张海哲 白
瑛奇 曾德厚）3 月 13 日，三亚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路管员查处一起醉酒驾驶机动车案，驾
驶员被吊销驾驶证还被追究刑事责任。

当天 22 时许，三亚交警崖州大队路管员

在南滨路口等路段开展夜查行动，拦查一辆
车牌号为琼 BG**78 汽车。经三亚市中医院
酒精毒物检测中心抽血检验，驾驶人苏某血
液内酒精浓度结果为 117mg/100ml，属于醉
酒驾驶机动车。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三亚警方
依法对交通违法嫌疑人苏某作出吊销机动
车驾驶证的处罚，5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
证，并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目前，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

三亚交警查处一起醉驾案

司机被吊销驾照追究刑责

本报讯（记者杨春梅 通讯员王烁）五
指山法院近日公开审理原告董某与被告肖
某、李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判决被告
肖某、李某共同清偿欠款。3 月 16 日，董某
给五指山法院送来一面锦旗，感谢法官公
平判决。

肖某、李某原为夫妻关系，2018 年 11 月
协议离婚并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肖某于
2017 年 12 月拖欠董某工程材料款 43500 元后
写下欠条，并承诺于 2018 年 5 月 12 日归还。
但到约定还款日后，被告肖某一直拖欠未
还。催款未果后，2019 年 3 月 22 日，董某与
肖某重新签订新欠条，肖某承诺将于 2019 年
5 月底归还结清。原旧欠条在出具新欠条后

当场撕毁。在肖某没有还款情况下，董某把
肖某和李某告上了法庭。

在庭审过程中，李某承认被告肖某的欠
款事实。但李某主张该涉案工程合同是被
告肖某与他人签订的，且在 2018 年 11 月 21
日，肖某就与自己已协议离婚并办理了离婚
登记手续，离婚协议中双方约定：婚姻存续
期间双方共同债权债务皆由肖某负责，李某
不享有亦不承担。故原告董某的欠款不应
当让自己共同承担。

法院经审理认为，债务应当清偿。关于
被告李某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
题，根据欠条所陈述的事实，该欠款因 2017
年 12 月 1 日原告向被告提供建设工程的材

料所产生，欠款事实发生在肖某、李某的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且在肖某、李某在婚后共
同生活期间，肖某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承包工
程，本案的债务也是因承包工程所产生的材
料欠款，因此该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虽
然被告二人已协议离婚，但在离婚时，原为
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
原告董某并不知晓双方的离婚约定，离婚协
议中二人关于债务的约定，仅对肖某、李某
双方产生效力，二人对外仍应承担共同偿还
责任。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肖某、李某在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董某支付欠款
43500 元及利息。

东方东河镇多部门联合
成功调处一起土地纠纷

两村民划清
土地界线达成协议

三亚南滨派出所开展防
范电信诈骗宣传

小喇叭广播
剖析犯罪伎俩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白瑛奇

沈物博 曾德厚）3 月 15 日，三亚市公安局
崖州分局南滨派出所组织警力到辖区开
展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活动。

为确保辖区群众财产不受侵害，进一
步提高其防骗意识，南滨派出所要求民警
在推广“市局人口管理登记”小程序的同
时兼顾“反诈”宣传工作。

活动中，民警向群众发放防骗材料，
使用喇叭广播宣传，根据常见电信诈骗
犯罪及当前购买防疫物资、贷款等多发
涉疫诈骗类案件入手，深入剖析违法犯
罪分子的行骗手段和伎俩，通过列举典
型案例，更加形象、生动提醒群众切勿点
击陌生链接，不要轻信陌生人员的话语，
防 止 上 当 受 骗 ，并 细 致 解 答 相 关 疑 问 。
民警还利用微信朋友圈、工作群等方式
多渠道开展宣传。

武警儋州支队组织特战
分队比武竞赛

多项实战化课目
提升技战术水平

本报讯（记者张星 通讯员雷辙 王
翔宇）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近日组织特
战分队“巅峰”比武竞赛。此次比武主要
围绕攀登、体能、擒敌、枪种射击等重点课
目进行，参赛的队员要完成 18 米抓绳上、
实装通过 200 米障碍、步手枪限时快速射
击等多项实战化课目。

在狙击课目考核场，狙击手受领任务
后，迅速携带武器向数百米外的射击地线
奔袭，并根据地形利用车辆、板凳、木桩等
掩体对不同位置的目标靶位进行快速狙
击。“这个课目非常考验狙击队员的快速
反应能力和运动射击能力，特战队员需要
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训练，才能实现一击必
中。”该支队侦查股参谋吴敬成介绍道。

“此次考核不分年龄，不分层级，干部
和战士同台竞技，有效提升了特战队员技
战术水平和综合作战能力，为遂行多样化
任务奠定坚实基础。”该支队参谋长张全
宇告诉记者。

屯昌检察院细化工作任务层层
压实责任提出

提高办案质效
护航民企发展

本报讯(记者蒙职宇 通讯员谢梦萍）3 月 10 日，屯昌县
检察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政法工作会议和
全省检察长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具体贯彻落实措施。

会议明确 2020 年检察工作的目标任务，制定全年工作
目标任务，细化工作措施，明确责任部门和完成时限，层层压
实责任。

会议要求，进一步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争取全年认
罪认罚从宽适用率达 70%以上，提高司法办案质效，要继续
坚持“少捕慎诉少监禁”理念，最大限度降低逮捕率、审前
羁押率，扎实做好派驻公安机关检察室工作，健全工作制
度，完善工作流程，使派驻公安机关检察室工作走上规范
化、制度化轨道，要继续加大民事、行政案件办案力度，扩
大办案规模，补齐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短板，完善多元化行政
诉讼监督格局，用好诉前检察建议，突出办理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的公益诉讼案件，争取用最少的司法资源促进行政机
关依法履职。

会议要求从重从快打击涉疫情防控犯罪案件，主动服务
保障屯昌重大项目企业复产复工和疫情防控，助力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要充分发挥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派驻工商联、
派驻重大项目检察工作站的作用，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服
务，依法打击破坏营商环境刑事犯罪，为民企发展保驾护航；
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禁毒三年大会战等专项行动，
办好涉检信访工作，落实一号检察建议。

屡次到工地
顺走财物

三亚新居派出所抓获一窃贼

本报讯（记者李业滨 通讯员白瑛奇 吴小哲 曾德厚）
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新居派出所近日破获系列工地盗窃
案件，依法处理违法行为人一名。

3 月 8 日 14 时许，新居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称，有一名
男子正在某客栈附近的一处工地上盗窃。接报后，民警赶
赴现场，仔细了解情况，全面布控查找，依法将作案人控制
并传唤回派出所，查缴工地此前被盗的一台电磁炉和两块
电池。

经查，违法行为人唐某国于今年 3 月 5 日 14 时许驾驶电
动车途经某客栈时，发现附近工地上的 1 间房门敞开，趁人
不备将一块电动车电池盗走。3 月 6 日 13 时许，唐某国来到
工地，以同样方式再将一块电池盗走。约 2 小时后，唐某国
又盗走一台电磁炉。3 月 8 日当天，唐某国准备再次作案时
被公安机关依法控制。

因唐某国积极赔偿经济损失且取得事主谅解，根据相关
法律规定，警方对其批评教育责令悔过。

入室盗窃撞见主人
被民警当场抓获

海口一男子再次获刑“六进宫”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王倩）海口男子王某曾因
盗窃罪、抢劫罪五次获刑。2019 年 11 月 6 日，看到别人家门
未锁潜入室内盗窃。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近日公开审理
此案，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 6 个月，并处罚金
2000 元。

据了解，2019 年 11 月 6 日 14 时许，王某路过海口市美
兰区塘边路一房子，发现房子大门未锁，于是潜入室内查
看情况，发现三楼房间也未锁，且无人在家后，四处翻找财
物，5 分钟后房主回家发现王某并报警，公安民警将王某当
场抓获。

美兰法院经审理，依法做出以上判决，王某再次获刑
“六进宫”。

洗车时见财起意
盗窃车主手包

海口一洗车工人获刑1年9个月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刘静 王子荟）车主在洗车
时疏忽大意将手包放在座椅下方，洗车工洗车时，顺手将车
主的手包盗走。近日，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检察院对洗车工叶
某某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叶某某有
期徒刑 1 年 9 个月，并处罚金 5000 元。

据了解，2019 年 1 月 10 日，被害人蒙某某驱车来到海
口美兰机场附近的某汽车美容服务中心洗车。洗车前，蒙
某某将装有现金和银行卡的手包放在主驾驶座椅下方，并
在现场等候车辆清洗护理，期间未有任何异常。洗车后，
蒙某某驾车离开。当天上午 12 时许，蒙某某需要用钱时才
发现座椅下方的手包不翼而飞，遂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调
取视频资料和证人证言，洗车工叶某某在清洗车辆时有明
显反常举动，有重大作案嫌疑。经审查，叶某某在为车辆
进行车内除尘时，发现被害人蒙某某放置于驾驶座椅下
方的手包，遂心生盗窃歹念，趁他人不注意用毛巾将手包
包裹住带离洗车现场并在当晚请假返回老家将财物藏匿
于家中。

法院经审理，依法做出上述判决。

FZ 学习贯彻
省委政法工作会议精神

离婚后前妻拒承担夫妻婚姻存续期间的工程材料欠款

法院判决共同清偿

工作人员现场调处纠纷工作人员现场调处纠纷

本报讯（记者董林）3 月 17 日，东方市
东河镇综治办、东河司法所工作人员组成
调解组到该镇东新村调解一起土地界线
纠纷，东新村两委干部、网格员一同前往
纠纷地现场参与调解，致使纠纷及时化
解，双方握手言和。

据了解，2019 年 7 月，东新村村民洪某
平、韦某强因两块相邻种植地界线不清引
发纠纷。该镇综治办、东河司法所领导了
解情况后，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并讲解了
涉及土地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调解规则。

经现场调解，双方同意现场划清土地
分界线。在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双方当事
人达成一致意见，约定以两家芒果树与香
蕉树中间为界，以石头作为界线标志物划
清界线。

当日上午，双方当事人在东河司法所
签署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并握手言和。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罗凤灵 王
盛）3 月 17 日，省二中院召开 2020 年辖区两
级法院工作会议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辖区两级法院要深入
贯彻全省法院院长会议精神，全面推进审判
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推动辖区两级法院
工作实现新提升新发展，为加快推进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省二中院党组书记、院长汪海鹏强调，
2020 年辖区两级法院要围绕全省法院工作

重心，重点抓好以下工作，要依法履行审判
职责，推动审判执行工作再上新台阶；要探
索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长效
机制，组织开展“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作贡献”活动；要全面推进审判体
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要切实抓好法院党建
工作；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切实维护司法
领域意识形态安全；要推进法院文化建设；
要巩固和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营造清正廉洁司法环境。

就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强调，目前全国防
疫形势得到根本性好转，省内近段时间已
无新增病例，但复工复产带来疫情防控挑
战，境外输入风险亦不容轻视。辖区两级
法院要继续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坚决
做到“两手抓、两不误”，继续执行好防疫工
作的各项措施，尽最大能力将疫情风险降
到最低，同时也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等
形式开展工作，使疫情对法院工作的影响
降到最低程度，确保审判执行等各项工作

有序推进。
同时，会议对 2019 年辖区两级法院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并
对 2020 年工作进行具体部署。

会议还对 2018-2019 年度辖区两级法院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2019 年度党风廉政建
设责任制先进集体进行表彰。省二中院各
分管领导分别对 2020 年重点工作任务进行
安排部署，辖区各法院院长先后向大会报告
2019 年工作总结和 2020 年工作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