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新一轮
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FZ

乐东部署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

分析当前毒情形势
补足短板提升成效
本报讯（记者陈太东 通讯员陈海洲）5 月 9 日下午，乐东

黎族自治县召开全县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2020-2022 年）
动员部署会。会议对全县禁毒三年大会战工作进行总结，分
析当前乐东县的毒情形势，全面部署全县新一轮禁毒三年大
会战。

会议传达学习全省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动员部署会
精神、《海南省禁毒委员会关于对 2019 年度毒品问题严重地
区调整认定的决定》《省禁毒办关于对 2019 年度全省禁毒重
点整治地区检查评估情况的通报》等。

会议要求，各镇各部门要认真总结上一轮禁毒三年大会
战经验，以问题为导向，以“八严工程”为总抓手，统筹运用法
律、行政、经济、教育、文化等手段，采取超常规的工作力度，
超常规的工作措施，补足短板，提升成效；要深挖案件线索，
持续保持毒品违法犯罪活动严打高压态势，做到精准打击、
精准管控，把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同
部署、同检查、同落实，坚决铲除毒品问题滋生蔓延的土壤。

省委政法委督导组调研海口美
兰区“严管”工程要求

压实责任提高效率
精准管控特殊人群
本报讯(记者何海东 通讯员张振儒 王凯怡)5 月 12 日，

省委政法委专项督导组一行 5 人到海口市美兰区调研禁毒
“严管”等综治工作。海口市委政法委和美兰区委政法委就
“严管”工程、社区网格化管理、精神病障碍患者管控等综治
工作进行了汇报。

督导组对海口市美兰区“严管”工程等综治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提出的 24 条建议进行
研讨。

督导组强调，要提高标准，进一步推进新一轮禁毒三年
大会战等综治工作；要严格落实，按照《海南省基层网格工作
整合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文件精神，推进城乡网格队伍建设
整合；要压实责任，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特殊人群的精准管
控、人员管理、帮扶救助、规范化建设、倒查追责落到实处。

会后，督导组到美兰区海甸街道调研社戒社康管控平
台，详细了解社戒社康管控平台管理、禁毒专管员、网格员工
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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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曹飏 通讯员陶永爽）5 月
11 日，省检一分院召开检察业务核心数据分
析研判会，研究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提出整
改措施和要求。

会上，省检一分院案件管理部负责人通
报一季度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
益诉讼检察、未成年人检察、控告申诉检察
等业务数据，重点就“两项监督”（指刑事立

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案-件比”、认罪认
罚从宽等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加强和改进
工作的建议。相关检察业务部门针对业务
数据反映出来的问题作了情况说明，并就下
一步做好本条线工作提出具体措施，分管检
察长逐一进行点评。

会议要求，要强化案件管理责任，各部
门负责人要全面统筹好本条线的业务指标，

及时关注省检察院每月通报的全省检察业
务数据，及时掌握工作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案管部门要对各业务条线数据及时预警；要
加强业务学习，各业务部门要组织干警学习
好条线业务知识，确保每名检察官都熟悉各
项业务工作的标准及要求，特别是对认罪认
罚从宽、“案-件比”“两项监督”的具体要求
要精准掌握，实现责任压力层层传导，促使

每名检察官都以司法办案求极致的标准专
注每一道工序、守好每一个关卡、办好每一
个案件；要对照办案指标数据，补齐短板，消
灭空白点，各部门既要不等不拖，对症下药，
逐案逐事精准解决眼前问题，又要统筹兼
顾，对照年度工作目标任务、核心业务数据、
质量评价体系标准，抓好全面工作的落实，
及时谋划年度办案工作进度。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邢雪萍）5 月 8
日，省高院执行局法官胡娜收到一个大型包
裹，原来是此前刚办结的系列执行异议案件
13 名案外人联合赠送给林岱、吴坤秋、胡娜 3
名法官的锦旗，锦旗上书写着“怀爱民之心、
办利民之事”烫金大字。

2017 年 11 月，因国家开发银行的申请，
省高院依法查封国信（海南）龙沐湾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公司）名下位于
乐东黎族自治县的多处房产，其中包括海景
公寓项目。2018 年 6 月 25 日，省高院对国家
开发银行诉国信公司的金融借贷合同纠纷
作出民事判决，判令国信公司向国家开发银
行偿还借款本金 37.38 亿元及利息等。2019
年，案件进入执行程序。2020 年 3 月中旬，案
外人赵云峰等 13 人得知 2015 年间陆续向国
信公司购买的海景公寓项目房产被法院查
封且已进入执行程序，焦急万分，遂向省高
院提出书面异议。

3 月 18 日，省高院立案审查，林岱、吴坤
秋和胡娜 3 位法官组成合议庭，分别承办这
批执行异议系列案件。3 名法官急案外人之
所急，紧急合议制定审查方案，一方面组织
众多当事人通过微信提交证据材料避免疫
情防控风险，一方面通过线上方式周密开展
房产权属调查。3 月 30 日，合议庭根据审查
结论认定 13 名案外人对涉案房屋享有足以
排除强制执行的权益，提出的异议理由成
立，依法裁定中止对涉案房产的执行。裁定
送达后，3 名法官通过电话、短信对案外人进
行权利救济的后续引导，并主动对接案件执
行法官告知异议审查结果，为案外人权利救
济提供充分的便利条件。

赵云峰等 13 名异议人有感于未曾谋面
的法官公正高效的异议审查且细致耐心的

诉讼引导，从吉林遥寄锦旗表达由衷地感激
之情。

执行异议＋权利救济为民司法

13名案外人向法官送锦旗

当事人给法官送锦旗当事人给法官送锦旗

本报讯（记者陈瑜 通讯员符芳培）5 月
12 日，文昌市公安局开展“一转变两提高”专
题实地观摩学习活动，落实“加强政治思想建
设”措施，加强公安机关党建工作，提升党建
工作水平。

文昌市公安局党委组织各党支部书记以
及一名负责党建工作人员等 70 余人到文昌
市纪委、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市人民医院等
党建示范点实地参观学习交流党建工作。

每到一处，都有相关负责同志带领大家
实地查看党建阵地和场所，查阅学习党建工
作基础台账及相关资料，介绍党建工作的开
展情况、取得成果及心得体会，并交流党员管
理、培训教育和党员发展等工作经验。

通过参观学习，大家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将改进不足、创新思维、落实要求，切实抓细
抓实党建各项工作。

文昌公安局开展“一转变两提高”专项活动

参观党建示范点 促进党建新提升

民警参观党建示范点民警参观党建示范点

本报讯（记者王季 通讯员梅艺馨)5 月
12 日，澄迈县人民检察院组织干警参加澄迈
县文儒镇槟榔根村委会举办的消费扶贫“春
风大行动”活动，以消费扶贫促进贫困群众
增收，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当天上午，消费扶贫大集市已经开市，槟

榔根村委会广场上大大小小的摊位鳞次栉
比，各种扶贫农产品琳琅满目。干警们纷纷
前往“以购代捐”，一些干警还自发“组团”与
贫困户达成订购意向，将定期从贫困户手中
购买扶贫农产品。此次活动，干警现场购买
贫困户的家禽、蜂蜜等农产品共计8616元。

据了解，今年以来，截至 5 月 12 日，澄迈
县检察院积极组织干警线上线下开展消费
扶贫和定期认购扶贫农产品活动，购买扶贫
农产品价值共计 24635 元，帮助贫困户解决
农产品销售难、价格低等难题，激发贫困户
干事创业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澄迈检察院干警积极参加扶贫“春风大行动”

“以购代捐”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记者邢芳琳 通讯员龚彤婷）为
营造清正廉洁好家风，树立清正廉洁好形
象，5 月 7 日，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检察院开展
送廉政家书活动。

通过给每位干警家人们撰写一封“琼山
检家书”，对该院检察工作近年来取得的成
绩，向检察干警家人们表示感谢，并鼓励检
察干警家人们把好家庭“廉洁关”。

据了解，廉政家书中还设置回执，可以
及时了解家属对该院或干警的意见和期望，
不仅起到家访的作用，还为落实八小时外监
督奠定基础。

海口琼山区检察院开展送廉政家书活动

倡导把好家庭“廉洁关”

省委政法委检查组督查五指山
政法工作时要求

发挥服务保障职能
营造公正法治环境
本报讯（记者杨春梅）5 月 11 日至 12 日，省委政法委专

项检查第三组到五指山市，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
13”重要讲话、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的任务清单和责任分工，
对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三无”船舶清理和反走私
工作、防范化解房地产风险等进行专项监督检查。

检查组主要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查阅相关台账
资料、谈话下沉调研、明查暗访等形式开展。在 11 日召开的
汇报会上，五指山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周冯彬作了专项检
查的自查报告。检查组与参会代表深入交流，五指山市公安
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等单位代表分别发言，把从基层实
践工作中发现的新问题、遇到的难题以及从中不断摸索出的
好做法、好经验与大家一起分享探讨。

检查组要求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服务和
保障职能，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营造
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
的服务环境。

12 日上午，检查组检查五指山市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
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省高院领导到新坡法庭调研时要求

树立改革意识
推进基层法治建设
本报讯(记者杨希强 通讯员毛雨佳）5 月 11 日，省高院

副院长张光琼一行到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新坡法庭调研，
推进以派出法庭为中心的基层法治中心建设和派出法庭工
作创新。

在新坡法庭，调研组查看了法庭的办公环境、审判场所
等设施，了解法庭近年来案件受理数量、案件类型和人员配
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法庭工作创新等情况。

调研组指出，新坡法庭项目建设要紧紧依靠党委政府和
相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稳步推进人民法庭标准化、规范化、
智能化建设，确保功能设计满足建设标准，既要满足审判工
作需要，又要适当考虑社会发展对审判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要以改革的意识、担当的精神，大力推进新坡基层法治中心
建设。要以化解纠纷、服务群众为抓手，完善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全面构建设置合理、系统完备、运行高效、群众满意
的人民法庭布局体系。

临高部署“三无”船舶清
理整治工作

制定专项打击
整治方案

本报讯（记者王小亮）5 月 7 日，临高
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县“三无”船舶清
理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青云主持
召开专题会议，总结全县“三无”船舶摸排
复核工作，分析存在的问题，研究部署下
一步重点工作。

会上，各成员单位、各镇、加来农场汇
报了前期摸排复核工作情况。

会议强调，临高是渔业大县，“三无”
船舶存量较大，各成员单位、各镇农场要
充分认识“三无”船舶清理整治工作的重
要性和艰巨性，做好摸排复核的基础台
账，根据各单位的职能职责和分工要求，
制定专项打击整治的具体方案，把工作做
细做实，为下一步打击整治打好基础。

洋浦公安局召开“路长
制”勤务智能管理系统培训会

以科技手段
规范勤务管理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许光伟 通讯员

谭远照）5 月 11 日，洋浦公安局召开“路长
制”勤务智能管理系统使用培训会。

民警王忠强向参训各级路长路管员
讲解如何使用“路长制”勤务智能管理系
统，从勤务管理模块中角色签到、排班查
询、考勤统计，再到工作日志、任务管理等
功能一一进行演示，并详细解答路长路管
员提出的问题。

据介绍，通过此次培训，各级路长路管
员相互探讨、交流，达到预期效果，切实提
高各级路长路管员使用“路长制”勤务智能
管理系统能力，以科技手段规范勤务管理。

省检一分院研究检察业务核心数据短板提出整改要求

对症下药逐案逐事精准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