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黑除恶海南在行动FZ

文昌市人民检察院派驻锦山检察室主
任陈荣干，每天上班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平板电脑，查看“多规合一”信息系统，核查
公益诉讼相关线索。

这是一个派驻乡镇检察室的日常工
作。检察室如同“触角”一样，体民情、察民
意、解民忧，主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为广
大群众的安居乐业保驾护航。

“利用这一系统，我们发现了多起公益
诉讼线索。”陈荣干介绍，在检察干警勤走
访、多巡查的基础上，建立公益诉讼信息联
络员制度，并合理利用无人机、“多规合一”
信息系统等高科技手段，在公益诉讼工作
上，赢得了辖区群众及上级领导的认可。

数据显示，近两年来，锦山检察室共发
现并收集公益诉讼线索 329 件，立案 39 件，
发出检察建议 33 份。

建立公益诉讼信息联络员制度

今年 6 月，在 2018-2019 年度海南检察
机关“优秀派驻检察室”评选活动中，锦山
检察室获评“全省评出优秀派驻检察室”，

特别是在公益诉讼工作中，建立公益诉讼

信息联络员制度得到一致认可和点赞。

“发挥他们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

参与到检察室公益诉讼线索排查工作当中

来。”陈荣干告诉记者，锦山检察室目前有

45 名公益诉讼信息联络员，他们当中有镇

村干部、退休老教师、老党员，也有热心的

村民。

据介绍，2018 年 3 月 14 日，文昌检察院

依托锦山检察室成立生态环境检察办公室，

充分发挥检察室触角作用，同时聘请了 45

名热衷于保护生态环境、具有正义感的群众

担任公益诉讼信息联络员，负责收集破坏国

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公益诉讼线索。

两年多来，锦山检察室依据《文昌市人

民检察院公益诉讼信息联络员管理办法》

和《文昌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举报奖励办法》等制度，建立并完善“院-
室-员”生态检察体系，利用无人机、“多规
合一”信息系统等高科技手段，有效延伸工
作触角，积极推进公益诉讼工作。

全力保障群众饮用水安全

锦山镇罗豆居民委员会书记林英梅就
是其中一名公益诉讼信息联络员。

“曾经以为检察院离得太远，现在随
时随地可以找到检察官。”林英梅深有感
慨。她告诉记者，通过这几年的接触，越
发感受到基层检察室干警服务老百姓的

初心。她向记者说起去年一宗保护饮用
水安全案件。

2019 年 7 月，锦山检察室干警巡查时
发现在文昌市石壁水库二级保护区内，有
些村民将采摘的胡椒籽浸泡在水中，周边
水体呈现明显的墨黑色。

检察室干警向附近群众了解到，水库
附近盛产胡椒，村民浸泡生胡椒为海南常
用的制作胡椒工艺，但是生胡椒在浸泡的
过程中会散发出强烈的臭味，并会因腐烂
产生各种微生物和有害物质，致使水质受
到影响。

今年 3 月，检察室干警在走访中发现
部分群众在饮用水源地湖山水库一级保护
区范围内垂钓和撒网，这种行为如果不及
时制止，也可能影响到饮用水安全。经过
充分的调查取证后，检察室将该线索移送
公益诉讼部门。

派出院公益诉讼部门据此对以上可能
危害群众饮用水安全的线索进行立案，并
向有监管职责的水务、环保、综合执法等部
门发出检察建议，并及时督促整改，有力保
护了周围群众饮用水的安全。

普法宣传推动辖区平安建设

“将胡椒籽随意浸泡在水库二级保护

区内，村民根本没有想到会污染水源……”

陈荣干谈起办理过的案件，他告诉记者，基

层群众法律意识薄弱，如何提高他们的法

律意识，是检察室工作亟待解决的一个重

要问题。

“你好，这是公益诉讼宣传单页，您

了解一下。”7 月 28 日下午,锦山检察室干

警像往常一样，利用走访巡查的时间向

锦山镇罗民村委会市头西村村民开展普

法宣传。

现场，检察干警为村民答疑解惑，普及

禁毒、扫黑除恶、公益诉讼等法律知识，详

细讲解检察机关的工作职能，让群众学法、

懂法、守法。

据介绍，近两年来检察室干警通过悬

挂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和发放宣传手册等

方式向群众开展宣讲法律知识，共计发放

宣传资料 8000 余份，接受法律咨询 100 余

人次，受教育人数达 4000 余人，取得较好

的宣传效果。

“下一步，锦山检察室将继续创新宣传

方式，加大宣传力度，鼓励群众参与到检察

工作中来，踊跃提供涉黑涉恶、公益诉讼等

线索，为创建平安文昌提供有力的司法保

障。”陈荣干表示。

FZ 海南优秀派驻检察室巡礼

联络员可随时随地找到检察官
文昌锦山检察室干警勤走访多巡查，主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本报记者张星

锦山检察室主任陈荣干向村民普及法律知识锦山检察室主任陈荣干向村民普及法律知识 记者张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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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司法厅第4期自贸港大讲堂开讲

抓好社矫法贯彻实施
本报讯（记者王慧 通讯员詹丽源）7 月

30 日上午，省司法厅举办 2020 年第 4 期“省
司法厅自贸港大讲堂”，邀请司法部社区矫
正管理局局长姜爱东作题为“切实抓好社区
矫正法的贯彻实施 努力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创新发展”的专题辅导讲座。省司法厅厅长
郑学海主持讲座。

讲座以视频形式进行，姜爱东从社区矫
正法的颁布实施与主要内容、社区矫正法实
施办法的主要内容，以及如何抓好社区矫正
法和实施办法的贯彻实施等方面进行讲解。

郑学海就全系统如何学习贯彻授课精
神，进一步推进社区矫正法在全省贯彻实施
要求，要学深悟透、掌握要义，各单位、各部

门要站在全面依法治省的高度，充分认识学
习宣传社区矫正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社
区矫正法学习宣传摆在突出位置，列入重要
日程。社区矫正主管部门要依法履行职责，
主动做好有针对性地解读，及时统一社会各
界的认识和理解，营造社区矫正改革发展的
良好社会氛围。要抢抓机遇，有所作为，尽

快依法设立社区矫正委员会，统筹协调和指
导好本行政区域内社区矫正工作。要以社
区矫正法颁布实施为契机，依法规范和完善
社区矫正机构，使其切实能依法承担起执法
主体责任。要依法矫正，提升水平，监狱戒
毒系统和市县司法局要形成合力，深入推进
刑罚执行一体化工作向纵深发展。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麦文耀 通讯员李
梦凡）7 月 29 日，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党组书记、代院长蔡斌航结合审判执行工作
实际，围绕理想信念教育，为全院干警上了
一堂生动的专题党课，旨在全面加强法院党
的政治建设，筑牢党员干部的思想堡垒，进

一步坚定干警的政治立场。
授课中，蔡斌航要求全体干警要充分认

识理想信念的重要性，深入分析了造成理想
信念不坚定的原因，指出“低层次的追求动
摇理想信念”“重业务轻思想的工作方式忽
视理想信念”“从严治党不力淡化理想信念”

等问题，要求把握好“政法机关首先是政治
机关”的重要思想，在审判执行工作中不仅
要熟练运用法律，还要熟悉党的方针政策，
知晓社会民情，坚持以党的绝对领导推进扫
黑除恶、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等重点工作。

陵水法院代院长为干警讲授专题党课

坚定政治立场 筑牢思想堡垒

海口东车站派出所全警学外语

提高外语能力水平
提升涉外警务质量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汪楚雯）为适应涉外警务处

置口语工作的需要，7 月 30 日起，海口东车站派出所立足“窗

口”单位实际，把全警学习外语作为实战大练兵必修课之一，

旨在提升民警的外语能力水平和服务旅客质量。

据悉，从 7 月 30 日起，该所通过开设“英语学习小课

堂”、观看英语电影、成立外语角、建立晚自习制度，利用党

小组、党员大会、专题学习会等形式，向民警灌输开展外语学

习练兵的重要意义，激发民警学习兴趣。

FZ 海南铁警岗位大练兵

儋州铁警开展消防业务大练兵

开展安全检查
加强隐患整改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盘润富)7 月 28 日，儋州车站

派出所结合夏季火情多发的实际情况，组织消防业务小教官

对全体民警开展消防知识教育培训形式的消防业务大练

兵。此次练兵旨在针对部分民警在建筑防火、火灾扑救、消

防法律法规等方面存在技能短板进行反复巩固。

据了解，为在实战中检验练兵成果，提升民警监督检查

工作能力，派出所组织消防专干民警和警务区民警分别深入

管内车间、工区、货场等部门，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对督导检

查过程中发现的各类消防隐患及时上报登记，通过消防隐患

检查制度和消防隐患整改机制，督促管段内部单位严格落实

消防主体责任，加强隐患整改，切实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东方车站派出所开展法治大练兵

辨析案情旁听庭审
增强执法办案能力

创新“党建+”
带队建促检务
文昌检察院第三党支部

被授市级“机关党建示范点”

本报讯（记者陈瑜 通讯员谢艺佳）7
月 29 日上午，文昌市委组织部召开全市基
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乡村振兴工
作队例会暨机关党建示范点命名大会。
文昌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党支部被授予“机
关党建示范点”。

据悉，2019 年以来，文昌市检察院第
三党支部创新“党建+”工作思路，以党建
带队建促检务，抓干警队伍建设，锻造攻
坚克难先锋队，抓机关文化建设，实现党
建工作与检察业务的同频共振。

省检察院开展“迎八一”活动

走进部队营区
了解官兵工作环境
本报讯（记者曹飏 通讯员周启翔 李艳）7 月 29 日，省

人民检察院军转复退干警 40 余人到琼海开展“迎八一”系

列活动。

省检察院干警首先来到中国 (海南)南海博物馆进行参

观，在馆长和讲解员的引导下，大家依次参观南海人文历史

陈列厅、“华光礁 1 号”沉船特展、南海航海器展等 10 个展

厅，对南海历史有了直观的感触和全面的了解。随后，干警

走进武警海南总队机动支队某大队营区，观看基层官兵的训

练表演，了解官兵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并向部队赠送办公设

施和生活用品。

在省检察院举行的集体座谈会上，省检察院领导指出，军

转复退干警要发扬优良传统，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主动融

入检察事业发展大局，发扬能吃苦爱专研不服输的精神，在各

自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要坚定政治立场，踏实认真做

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努力

履职尽责；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退伍不褪色，自觉维护军人

的崇高形象，做好表率，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周围人。

本报讯（记者陈太东）7 月 24 日，乐东黎
族自治县召开全县扫黑除恶清零攻坚战役
调度会。记者在会上获悉，自全省扫黑除恶
清零攻坚战役开展以来，截至 7 月 22 日，乐
东打掉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4 个，抓获团伙成
员 86 人。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线索核

查质效，确保按时办结反馈，努力实现线索
核查清零的工作目标。要采取得力措施，深
化“打财断血”，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要
扎实开展行业领域内黑恶线索排查，加大重
点行业领域整治力度，不断提高行业治理水
平。要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整治基层软弱涣
散党组织，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

据了解，自全省扫黑除恶清零攻坚战
役以来，截至 7 月 22 日，乐东打掉涉黑涉恶
犯罪团伙 4 个，抓获团伙成员 86 人，查封冻
结扣押涉黑涉恶资产一批；判决涉恶团伙
案件 5 件 59 人；兑现群众举报涉黑涉恶线
索奖金 5.2 万元；侦破了 12 起沉积多年的
积压命案。

自全省扫黑除恶清零攻坚战役开展以来

乐东打掉4个涉黑恶犯罪团伙

屯昌法院开展执行宣传

详解“执行不能”
促群众理性维权

本 报 讯（记 者 蒙 职 宇 通 讯 员 王 晓
琳）7 月 29 日上午，屯昌县人民法院执行
干警在屯城镇水口市场路口开设宣传点，
挂起横幅——“坚决打击规避执行 切实
维护法律尊严”，立起“执行不能”典型案
例的立牌，让群众从案情更深入地了解

“执行不能”，同时发放图文并茂、清晰易
懂的宣传手册 100 份。

当天，宣传点吸引众多群众前来咨询
相关的法律问题。老百姓们向执行干警
抛出一系列关于“自己如何通过法律拿回
欠款”“案件进入执行后是不是就能执行
到钱”“法院会采取哪些手段去强制执行”

“对方没有钱履行时法院会怎么执行”等
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执行干警们一一为
其解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群众了解执
行的过程和难点，并让群众了解执行过程
中有一种情况叫“执行不能”，要理性认识
执行，依法理性维权。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高雅妹）连日来，东方车站派

出所从辨析案情、旁听庭审等方面开展法治大练兵，着力提

升民警执法能力和办案水平。

7 月 29 日下午，东方车站派出所组织每月一期的法治辩

论，紧紧围绕海口铁路公安处“以案析理 以案释法”机制要

求，通过正反方辩论形式，加深民警对典型案情、事例的理解

和相关法条的运用，进一步强化民警法治观念。

同时，为了拓宽民警的办案思路，东方车站派出所组织

民警坚持定期参与法院庭审旁听。7 月 15 日、22 日，该所分

别组织民警在线上观看一起聚众斗殴案和一起走私、贩卖、

运输、制造毒品案的审理；7 月 21 日，在东方市人民法院现场

旁听一起涉恶案件，让民警充分认识到日常规范执法和环环

相扣的证据材料在庭审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了民警的

证据意识、程序意识，确保执法办案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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