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Z 扫黑除恶海南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马宏新 许光伟）
7 月 21 日上午，儋州市司法局兰洋司法所
联合兰洋镇综治中心到兰洋镇中心小学开
展主题为预防校园欺凌事件“送法进校园”
宣传活动。活动旨在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法
治意识，提升学生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列举一个个发
生在学生身边的鲜活典型案例，深入浅出
地分析讲解，让学生明白哪些是违法行为，
以及违法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就
如何防止校园中的意外伤害，抵制不良风
气侵袭，如何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等方面进
行阐述。用朴实言语向学生们传递法治观
念，普及法律知识，提升学生辨别是非及自
我防范能力。

宣传活动现场宣传活动现场

儋州兰洋司法所送法进校园

传递法治观念 普及法律知识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马宏新 许光伟
通讯员符娟）儋州市人民检察院近日被最
高人民检察院评选为“法治进校园”全国巡
讲活动表现突出单位。

据介绍，儋州市检察院把“法治进校
园”等宣传活动抓实抓细，联合儋州市教

育局制定《儋州市人民检察院 儋州市教
育局“法治进校园”巡讲活动方案》，成立
巡讲团，在全市范围开展系列巡讲活动。
巡讲活动中，儋州市检察院院领导和干警
共 74 人兼任 109 所学校法治副校长，结合
本地实际开展校园普法活动。2018 年以

来，巡讲团成员以“每周二、周四两讲”的
宣讲模式，在 271 所中小学教学点开展巡
讲活动 496 场，编发法治宣传资料 60000 余
份，受教育师生 58000 余名，巡讲活动覆盖
率达到 100%，真正做到法治教育“一个都
不能少”。

法治教育“一个都不能少”
儋州检察院法治进校园巡讲覆盖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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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家庭教育社区乡村
行巡回讲座走进龙塘中学

公益律师讲解
防范性侵害

本报讯（记者舒耀剑 通讯员陈秋云）
7 月 23 日，定安县“百万家庭共成长”家庭
教育社区乡村行巡回讲座第 13 场在龙塘
中学开讲。

讲座由定安县“携手护苗”公益律师
服务团成员关亚丽律师主讲，主要围绕什
么是性侵、如何防止性侵，什么是校园欺
凌、如何应对校园欺凌等进行讲解。

据了解，学校监管、家庭监护、学生自
我保护的缺失是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中
小学生犯罪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为此，定
安县司法局积极探索，成立定安县“携手
护苗”公益律师服务团，用行动护航未成
年人健康、安全成长。

本报讯（记者王季 通讯员张彦敏 李月
云)7 月 14 日，澄迈县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
察部检察官向涉嫌抢劫罪的未成年犯罪嫌
疑人蔡某宣告不起诉决定，温情助力迷途少
年重新回归学校。

2019 年 5 月 26 日，该院未检部门受理一
起未成年人涉嫌抢劫犯罪案件，涉罪未成年
人蔡某是某技师学院的学生，到案后，积极
认罪悔罪，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可
能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符合附条件不
起诉的条件。为了使其不中断学业，在听取

公安机关、辩护人和被害人的意见后，该院
对蔡某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并设定 7
个月的考验期，从 2019 年 12 月 6 日至 2020 年
7 月 5 日止。

在考验期内，主办检察官多次向监护
人、居委会、学校等相关人员了解蔡某在考
验期内的表现情况，联合相关部门对其进行
监督、考察、跟踪帮教，并定期与他倾心交
谈，了解其思想动态和在校学习情况，及时
开展心理辅导和心理测评工作，积极引导和
鼓励他放下包袱，努力学习。蔡某按要求接

受矫治教育，积极改造自己，端正行为，在校
表现良好。

至考验期满时，7 月 14 日该院未检部门
检察官对蔡某及其法定代理人宣读不起诉
决定书并对其进行法治教育，希望他在今后
的学习和工作中要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
规，恪守诚实信用，学会保护自己，扣好人生
中遵纪守法这粒“扣子”。蔡某表示，他已深
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会好好珍惜机会，在
今后的生活中严格约束自己，坚决不触碰法
律底线，努力学习，做一名合格的学生。

澄迈检察院对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宣告不起诉决定

温情助力迷途少年回归校园

本报讯（记者李传敏 通讯员刘颖婷）7
月 22 日下午，省司法厅督导组到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司法局督导检查刑满释放人员安
置帮教工作。

督导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档案、信息
系统的形式开展督导工作。

据了解，琼中司法局主动作为，与琼中营
根镇热作场、琼中黎母山镇农场签订安置帮
教基地协议，建立了 2 个琼中安置帮教基地，
切实做好刑满释放人员就业与帮教工作，预
防和减少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特别是
疫情防控期间，该局落实必接措施，刑满释放

人员衔接率达 100%，及时报送人员动向等各
类信息。在各司法所人手紧缺的情况下，充
分整合专职人民调解员、网格员等资源，深入
开展刑满释放人员季度排查走访工作，及时
发现漏管、脱管、重新犯罪和有重新犯罪倾向
刑满释放人员，及时上报情况。

建立2个安置帮教基地
琼中司法局切实做好刑释人员就业与帮教工作

本报讯（记者蒙职宇 通讯员何玉婷）屯
昌县人民检察院近日召开党组扩大会，研究
部署全省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助推生态环保
整治”专项监督活动具体贯彻落实措施。

会议要求，准确把握专项监督活动的思
路目标，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采取有力
措施，狠抓工作落实，特别是紧盯环保督察
关注的重点案件、重点问题，紧盯督察反馈
问题整改措施的落实。对于整改措施不符

合法律要求或互相推诿职责，对法定职责
认识不到位的，依法提出诉前检察建议或
提起公益诉讼。同时，要大力推进案件办
理，掌握案件线索后及时部署力量统筹安
排快速跟进办理，必要时由检察长或分管
院 领 导 办 理 具 有 重 大 影 响 的 公 益 诉 讼 案
件，及时协调相关单位配合和支持。在保
持派驻检察室机构独立、人员完整的基础
上，将派驻检察室员额检察官纳入公益诉

讼办案系统，共同构成固定的公益诉讼检
察官办案组，切实增强力量加快推进公益
诉讼工作。要强化协作联动配合，以行政
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为抓手，在掌握相关线
索后及时介入，协同相关行政机关联合调
查。注重监督与支持相结合，及时通知提
醒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的
行政机关，促进提升行政执法质量和依法
全面履行职责的意识。

屯昌检察院部署“公益诉讼助推生态环保整治”专项监督行动

掌握案件线索快速跟进办理

省委政法委督查五指山贯彻落实
《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情况要求

营造浓厚学习氛围
查漏补缺补齐短板
本报讯（记者杨春梅）7 月 22 日，省委政法委第三督查组

到五指山市，采取查资料、面对面访谈、召开座谈会等方式，
督查该市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情况。
督查组反馈了当天检查及访谈情况，并与参会人员就贯

彻落实《条例》开展深入座谈。
督导组就五指山下一步政法工作提出意见，要抓好公检

法司贯彻落实《条例》情况的督查工作，扩大《条例》学习宣
传范围，深入到乡镇，营造浓厚的宣传学习氛围；对照《条
例》要求，认真进行查漏补缺，尽快补齐短板；要把《条例》作
为党对政法工作绝对领导的遵循和抓手，凝聚各部门力量，
促进各部门工作联动。

五指山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辉表示，将结合实
际，完善推动学习培训全覆盖，积极引导干警认真学习、准
确把握《条例》精神实质，做到善于自觉运用《条例》指导推
动工作；将督查政法各部门把《条例》各项规定落地、落细、
落实，确实把政法工作做好、做细、做实。

全省公安机关学习民法典送法
上门活动第二站文昌开讲

强化法治意识
促进依法履职

本报讯（记者陈瑜 通讯员符芳培）省公安厅部署从 7 月
21 日至 8 月 15 日，在全省公安机关开展学习民法典送法上
门宣讲活动。7 月 22 日，送法上门宣讲活动第二站在文昌开
讲，强化民警的法治意识，促进依法履行职责，当好民法典
的宣传者、实践者和推动者。

当天上午的宣讲活动由海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
授林必恒主讲。他从民法典的诞生历程入手，结合国内国际
形势，分别从民法典的重要意义、基本原则、对行政执法的
影响等方面进行解读和阐释。宣讲活动中，林必恒还与现场
参训民警互动交流，耐心解答民警们的问题。

三亚多部门联合开展民法典法
治宣传活动

通过趣味游戏
普及法律知识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麦文耀）为进一步加强民法典宣传
工作，引导青少年养成法治思维，7 月 23 日，三亚市委政法
委、市法学会联合教育局、司法局在实验中学开展“趣味普
法校园行”之民法典法治宣传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结合民法典中未成年人享有哪些权
利，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借助趣味游戏，采取场内
学生合作，场外班级竞答的方式一一做了解答，有效提升青
少年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同时，针对青少年的法律需
求，讲解与青少年日常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

此次活动，参与师生人数 100 余人，发放法律宣传册 200
余册。

文昌法院召开廉政教育月活动
动员大会

增强外部监督教育
加强内向自省自律
本报讯（记者陈瑜 通讯员蔡金霖）7 月 21 日，文昌市人

民法院召开“清廉文昌”主题廉政教育月活动动员大会。
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好全省法院院长会议精神，提升

拒腐防变的能力，坚定理想信念，发挥好制度约束作用，持
之以恒正风肃纪；要以市委巡察为契机，根据巡察反馈情况
对标对表，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性整改落实，推动廉政作风
建设再深入；要增强外部的监督教育，增强廉政教育；要加
强内向的自省自律，向内寻求拒腐防变、坚守廉洁的力量，
增强自身的责任意识和纪律意识。

据悉，本次活动自 7 月中旬开始至 8 月中旬结束，将围绕
“学廉、讲廉、谈廉、育廉、醒廉、警廉、践廉”七个方面开展。
会上，该院院领导还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儋州公安局举办无人机侦测反
制培训班

构建公安立体化
安保防控体系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马宏新 许光伟）7 月 23 日上午，儋
州市公安局举办为期 2 天的无人机侦测反制培训班，旨在确
保民警能够独立熟练地管理、操作和维护无人机侦测反制设
备，构建公安立体化安保防控体系。

培训会指出，参训人员要认真学习理论知识，提升实践
操作能力，力争化短板为优势；要紧扣学习内容，围绕无人
机侦测反制设备的性能、功能、运行原理等内容进行反复学
习演练；要理论结合实操，实现对设备安装调试、操作使用、
故障排除和维护保养的全方位掌握。

全面从严治党
加强作风建设
临高检察院县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考核名列前茅

本报讯（记者王小亮 通讯员周璐）近
日，临高县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
印发《关于临高县 2019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考核情况的通报》，临高县人民检
察院荣获第二名的好成绩。至此，该院自
2015 年至 2019 年共连续 5 年在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考核中名列全县前两名，其中
2015 年、2016 年连续两年获得第一名，并
在 2017 年获得免评资格一次。

据了解，该院坚持将党风廉政工作纳
入全院年度重点工作，认真学习贯彻全面
从严治党工作要求，深入落实“两个责
任”，加强纪律和作风建设，强化检察权监
督制约。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黄少玲）7 月
21 日上午，吴某权、周某辉、关某太等 10 名
被告人涉嫌犯敲诈勒索罪、故意伤害罪、破
坏生产经营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一案在
东方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当天，东方
车站派出所、棋子湾车站派出所、乐东车站

派出所 12 名民警到场旁听。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吴某权自 2010 年

当选东方市四更镇四而村委会主任以来，利
用其在村内的宗族势力，扶持被告人周某辉
为四而村委会副主任，亲信关某太、吴某为
村干部，与生产队长翁某光、吴某贤长期纠
集在一起，把持基层政权，实施故意伤害、敲
诈勒索、破坏生产经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
等违法犯罪活动。同时，吴某权于 2016 年卸

任村委会主任后，扶持关某太当选四而村委
会主任兼村支书，继续为非作恶，获取不法
利益，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吴某权等 10 名
恶势力为共同实施犯罪，组成了以吴某权
为首，周某辉、吴某、关某太为骨干成员，
翁某光、吴某贤、吴某菊、吴某姐、翁某录、
吴某为一般成员的较为固定的犯罪集团，
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

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破坏生产经营罪、
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分别追究其刑事责
任。

庭审过程中，合议庭严格按照法庭程
序，组织控辩双方围绕犯罪事实进行举证、
质证，控辩双方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阐释，各
方诉讼权利均得到充分的保障，庭审持续
了一天。鉴于涉案被告人数众多，证据繁
多，犯罪事实复杂，该案将择期宣判。

利用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作恶
东方10名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受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