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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说事FZ

借款人

黄进平
黄进平
黄庆宁
卓安琼
郑进河（唐传豪）
郑进梁（唐传豪）
郑海华
黄德文
高方荣
林保财
谭进荣

本金余额

48,000.00
20,000.00
2,728.00
225.00
11,999.00
11,999.00
527.00
339.00
5,000.00
5,620.00
1,500.00

起贷日期

1995-10-25
1995-04-17
2002-10-24
1987-04-09
2006-03-06
2006-01-27
1987-07-23
1987-07-04
2002-07-10
2002-07-04
1996-11-08

到期日期

1995-12-30
1995-10-17
2003-10-24
1989-05-21
2007-02-26
2007-01-27
1989-07-23
1988-07-25
2004-07-10
2004-07-04
1997-11-08

以下借款人在我社的借款均逾期未还。现发出催收公告,限以下借款人及债务承担人自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到我社履行还款义务,否则，我社将通过法律手段进行清收。(数
据截止日:2020 年 8 月 30 日)。 联系电话：83668926。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债权催收公告

贷款社

新政社
新政社
什玲社
什玲社
什玲社
什玲社
什玲社
什玲社
三道社
三道社
三道社

地址

新政镇报导管区什梯利村
新政什梯利村
保亭县什玲镇什玲村委会二队
保亭什玲镇
保亭什玲镇大田村委什道龙村
保亭什玲镇大田村委什道龙村
保亭什玲镇
保亭什玲镇
保亭县南林罗葵什故村
保亭县南林乡庆帮村
保亭县南林庆训村

贷款社

三道社
三道社
三道社
三道社
三道社
三道社
什玲社
什玲社
新政社
加茂社

借款人

谭运兴
谭运兴
谭运兴
谭运兴
吉月英
蓝仁华
卓爱花
黄照江
李慧琴
陈呼检

担保人

卓春兰、赖源林、刘国娟、黄木云、杨翠香
王辉、黄桂玲、黄文华、黄燕珍、黄国明
郑海良、陈呼妹、郑亚卫、郑金锋、郑庆华

本金余额

4,045.00
1,000.00
1,400.00
795.00
3,000.00
5,553.00
30,000.00
19,262.00
3,275.14
23,311.00

起贷日期

2002-06-27
2000-11-09
1996-07-19
1983-07-22
2001-11-18
2002-08-31
2013-05-29
2013-03-28
2011-11-30
2013-11-18

到期日期

2003-06-27
2001-11-09
1997-07-19
1984-07-22
2002-11-18
2004-08-31
2016-05-29
2016-03-28
2013-11-30
2016-11-18

地址

保亭县南林乡庆训村
保亭县南林乡庆训村
保亭县南林乡庆训村
保亭县南林乡庆训村
保亭县南林乡南通村
保亭县三道镇
保亭县什玲镇八村村委会毛如村
保亭县什玲镇巡亲村委会什江一村
保亭县新政镇新政村委会什坡示村
保亭县六弓乡石艾村委会石艾村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0）琼 0105 民初 4272 号

刘江（身份证号码：460100196205094310）、
潘正恒（460025196809160018）：

本院受理的原告梁其亮诉被告刘江、潘正恒委托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权利义
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二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麦万红：

原告王和文诉被告麦万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现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0)琼 0105 民初 4433 号民事裁定书、民事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诚信诉
讼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一及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60日
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
案定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下午 15:00 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四日

对“少年天团”
不宜过度追捧
据报道，东南大学近日迎来一群“少年

生”，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
这些“少年生”基本上四五岁已入读

小学。《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六周岁
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
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具
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七周岁。“少
年天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抢跑教育”。
现实中，家长大都期待孩子早日成才，低
龄大学生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部
分家长的焦虑感。因而，对于大学里的

“少年天团”不宜过度追捧，其成功模式也
不应拿来复制。家长应理性，尊重孩子的
科学健康成长规律才最重要。 （经济）

据报道，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坚持巡
回审判进乡村，把法庭搬到村委会。8 月 26
日上午，武平法院就地审理一起滥伐林木
案。一大早村民们就纷纷涌向村委会门口，
观看这起毁林案件的审理过程。

报道称，2019 年 9 月至 11 月期间，被告
人赖某升、赖某达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
的情况下，雇人砍伐林木折立木蓄积 89.1657
立方米。经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

被告人最后陈述等环节，法庭当庭予以宣
判，依法判处被告人赖某升有期徒刑一年二
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5 万元，
判处赖某达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缓刑二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5 万元。两被告人退
出的违法所得和林木变价款，予以没收，上
缴国库。

武平法院在司法改革中坚持作风下沉，
通过采取“接地气”的审判方式，以案释法，

寓教于审，让村民零距离接触法庭、感受法
律威严，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也为村民上了
一堂生动直观的普法教育课。

建设风清气正的“法治乡村”，必须坚
持法治护航。首先要加大法治宣传力度，
创新普法宣传机制，不断强化农民的法治
观 念 和 依 法 维 权 意 识 ，引 导 农 民 学 法 、懂
法、守法、用法、护法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其次要坚持“以案说法、就地审理”的方法，

让法律走进农民群众的心灵，并付诸于实
际 行 动 。 再 次 要 教 育 农 民 拿 起 法 律 的 武
器，敢于向各类违法行为作斗争，维护个人
合法权益、保护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为加
快乡村振兴、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营造良好
的法治氛围。

武平法院坚持巡回审判进乡村，把法庭
搬到村委会的做法有多重意义，值得各地
借鉴。 （民法）

进村审案接地气值得借鉴

厉行节约
在东北，有很多以“大盘菜”“大锅

炖”为特色的餐馆。近日，有媒体在吉
林、黑龙江、辽宁三省走访发现，以“量
大实惠”为招牌的东北菜在不少地方
很受欢迎，但也存在剩菜多、浪费多的
现象。

如今，厉行节约正在形成风尚。对
于餐饮企业来说，应加强精细化管理，
通过推出半份菜、鼓励消费者实现分餐
制等，积极落实“光盘行动”，让“大盘
菜”不会造成浪费。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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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案罪犯9次违规减刑出狱

15 年间，9 次减刑。梳理发现，从郭文思
被判处无期徒刑到刑满释放的 15 年间，其共
经历了 9 次减刑，平均每次减刑的间隔不到
两年。除第一次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
定减为有期徒刑 19 年外，其余 8 次均为北京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每次减刑 6
个月到 1 年不等。

减刑有着严格的法定程序。根据刑法
第七十九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由
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
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对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
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另外，也不能
无限制地减刑。一般情况下，被判处无期徒

刑的，实际刑期不能少于 13 年。

通报显示，郭文思在潮白监狱、清园监

狱服刑期间，其父亲郭万普通过给予财物的

方式，直接或通过他人请托监狱的主要领导

及检察院、法院的相关人员，为郭文思快速

减刑提供帮助。其中，多次给予时任潮白监

狱党委书记、监狱长的隋建军现金，隋建军

在明知郭文思不符合减刑条件的情况下，6

次 主 持 监 狱 长 办 公 会 并 签 批 报 请 减 刑 文
件。不仅如此，对于减刑决定发挥关键作用
的时任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清河法庭审判
员程丽霞、时任市清河人民检察院监狱检察
处副处长赵双月等人，隋建军也通过打招呼
或给予现金及购物卡的方式，进行拉拢腐
蚀。在抱团腐败后的“精心运作”下，郭文思
的违规减刑成为现实。

“减假暂”如何监督制约

在刑罚执行中，除了减刑外，假释、暂予
监外执行（含保外就医）等也容易滋生腐败，

“以权赎身”“提钱出狱”等现象给司法公信
造成了严重影响。

假释，是指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
徒刑的部分罪犯，在执行一定刑罚之后，附
条件地予以提前释放的制度。刑法第八十
一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
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
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
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假释的程
序与减刑相同。

暂予监外执行是指对于被判处无期徒
刑、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由于符合法
定情形，决定暂不收监或者收监以后又决定
改为暂时监外服刑，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
行的制度。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规
定可以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有：有严重疾病
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
儿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
行不致危害社会的。在交付执行前，暂予监
外执行由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决定；在交付
执行后，由监狱或者看守所提出书面意见，
报省级以上监狱管理机关或者设区的市一
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目前的刑罚执
行主体有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看守所）、司
法行政机关（监狱、社区矫正机构）等，刑罚
变更执行活动涉及提请、审理、裁定、执行等
多个环节。

在监督制约机制方面，检察机关与刑罚
执行机关、人民法院既分工配合又相互制
约，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活动依法实
行法律监督。据最高检第五检察厅厅长侯
亚辉介绍，2018 年以来，各地检察机关全面
加强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活动提请、
审理、裁决、执行等各个环节的同步监督，特
别是加强对罪犯岗位调整、计分考核、立功
奖励、病情鉴定等关键部位和重点环节的监
督，从源头上防止违法行为的发生。

同时，刑罚变更执行还要广泛接受社会
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开通了全国法院减刑、
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网，保障社会公众
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侯亚辉认为，近年来在刑罚执行活动中

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个别执法司法人员对减

刑、假释等刑罚变更执行制度还有不正确的

认识，一定程度上存在把减刑、假释制度作
为稳定服刑罪犯思想情绪、督促服刑人员安
心接受改造的一种手段等观念。

计分考核结果及相应表扬是依法提请减

刑、假释的重要依据。“实践中，计分考核标准

等主要是以罪犯劳动表现为重点，较难准确

反映罪犯的教育改造情况。”侯亚辉表示，监

狱罪犯计分考核标准要进一步总结、完善。
司法实践中一些刑罚变更执行评判标

准不明确，导致执法司法尺度不统一。“比

如，假释条件难以把握，‘没有再犯罪的危
险’缺乏可量化、易操作的法律认定标准。”

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副局长李静说。

坚持问题导向扎紧制度笼子

在郭文思减刑案中，9 名党员、公职人员
被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取消退休待遇）
处分，多人因涉嫌徇私舞弊减刑罪等被移送
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需要注意的是，党员领导干部违规干预
和插手司法活动行为与司法工作人员徇私
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渎职犯罪
行为有一定的联系，但又有很大的区别。前
者主体为党员领导干部，可能是司法工作人
员，也可能不是，但都是党员；后者主体都是
司法工作人员，但是不一定具有党员身份。
从行为表现来看，前者往往不是具体案件的
办理者，而是利用自己的职权或影响力，对
案件办理施加影响，一般表现为请托说情、
私下会见、授意纵容等；后者的行为人往往
直接参与案件的办理，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
决定案件的处理结果，一般表现为伪造材料
违法报请、违法裁定、违法批准等。

在强化监督和预防方面，中办国办、中
央政法委、“两高三部”（最高法、最高检、公
安部、国安部和司法部）2015 年先后印发关
于防止干预司法的“三个规定”。“三个规定”
要求对于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司法、内部人员
过问案件，以及与当事人、律师等不当接触
交往行为，司法人员都要主动记录报告，并
进行通报和责任追究。

7 月 8 日，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
工作启动，要求集中整治包括“违规违法减
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在内的六大顽瘴痼
疾。强化治建并举，在整治中补短板、强弱
项、堵漏洞，建立健全执法司法监督管理制
度体系，全面防范化解廉政风险。

修改后的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查办
相关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职权。各地
检察机关按照刑诉法有关规定，加强与纪委
监委的工作沟通，突出查办相关司法工作人
员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职
务犯罪案件。“查办违法刑罚执行背后的相
关职务犯罪案件，既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
重要职责和增强监督刚性的有效手段，也是
国家反腐败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侯亚辉
表示，最高检将制定科学合理、符合司法实
践的立案标准，加强与纪委监委沟通衔接，
全面规范检察机关侦查办案工作。 （中纪）

十块钱引发的官司
全国首例共享单车超区停放扣

费案二审开庭

哈啰单车平台规定单车使用者若超出规定区骑行停放
需支付一定调度费。若使用者得知自己因超区停放被扣费
后，再将共享单车骑回规定服务区，可否免收调度费？

记者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获悉，9 月 15 日上
午，该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共享单车超区停放扣
费上诉案。

超区停放被扣费又骑回去

上海一中院介绍，2019 年 11 月 30 日，武某依约前往好友
家聚餐，出了大场镇地铁站后发现距离好友家尚有一定距
离，便扫码解锁了一辆哈啰单车，一路骑行至真北路某小区
门口后锁车。但锁车时被提示，因该处为服务区外，故需收
取调度费 10 元。武某心想，我再把它给骑回去，是不是就能
要回这 10 元，于是他又扫码解锁该共享单车，把它骑回服务
区内并锁车。

武某认为，自己在 24 小时内将停在服务区外的单车骑
回服务区是不需要再调度的，因此哈啰单车平台应该将 10
元调度费退回。但是经武某与哈啰单车平台协商并向消协
投诉后，哈啰单车平台仍拒绝归还 10 元调度费，武某故将哈
啰单车平台告上法院，请求判令哈啰单车平台退还调度费
10 元、交通费 20 元，并赔礼道歉。

哈啰单车平台在一审庭审中表示，武某在使用哈啰单

车之前已同意《哈啰单车信息服务协议》，其中《使用规则

说明》明确提示用户请勿在服务区外还车。且用户扫码后

解锁前，会再次弹出相应的规则，包括超区规则、服务区、

禁停区等。用户看到此页面后点击确认开锁后订单才开始
正式产生。既然武某对规则表示确认，就应履行和遵守协
议内容。武某于 2019 年 1 月 26 日、6 月 22 日及 9 月 8 日多次

产生超区行为，而在武某联系客服后，均退回相应调度费

并每次告知其规则。但武某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再次产生
超区行为，平台有权扣费。且哈啰单车平台不存在“使用
者在 24 小时之内把停在服务区外的单车骑回服务区后自
动退还调度费”的相关规定。

一审未支持退费赔偿诉求

一审法院认为，武某在注册使用哈啰单车平台时已对
《哈啰单车信息服务协议》和使用规则进行确认，且武某在扫
码后，哈啰 APP 亦向武某推送相应的费用标准和超区规则，
武某点击确认后才能开锁。故武某对此协议和规则是明知
的亦是同意的，此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需恪守履行。

本案中，武某将车辆停放在服务区外，哈啰单车平台按
双方协议收取武某 10 元费用并无不妥。武某称在 24 小时内
将车辆骑回服务区内应退还 10 元，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

对此有相关约定，故一审法院对武某说法不予采信。对于武
某要求赔偿交通费 20 元并赔礼道歉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

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武某不服，向上海一中院提出上诉。
9 月 15 日 ，上 海 一 中 院 表 示 ，将 择 日 对 此 案 作 出 宣

判。 （澎湃）
郭文思郭文思（资料图）

北京一命案罪犯郭文思违规减刑9次后释放，刑罚变更暴露制度执行薄弱环节

“减假暂”如何监督制约规范运行？
9 月 13 日，北京市纪委监委

公布“郭文思减刑案”调查结果，
北京监狱系统、检察院、法院等
多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因在
郭文思违规减刑方面提供帮助受
到严肃处分和问责，多人被移送
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今年 3 月 14 日，刑满释放人
员郭文思在北京市一家超市内因
拒戴口罩产生纠纷，将一名七旬
老人殴打致死。调查结果显示，
2005 年 2 月 24 日，郭文思因犯故
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后经
9 次减刑，于 2019 年 7 月 24 日刑
满释放。

从云南孙小果被判死刑后违
规减刑出狱，到内蒙古巴图孟和
故意杀人后纸面服刑 15 年，再到
郭文思违规减刑 9 次后释放，多
起案例显示，违规违法减刑、假
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涉“减假暂”
司法腐败损害法律权威、破坏社
会公平，必须强化对权力的制约
监督，压实主体责任，深查司法
领域违纪违法行为，维护司法执
法公平公正。

（上接 1 版）
9 日 10 时许，带着牵挂和迫切想知道王某某近况的急切

心情，琼中法院行政庭法官联合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走进营
根镇王某某的家里，对该案进行回访。

在王某某家里，大家围坐在一起促膝交流。谭丽丹向王
某某的父亲详细询问了孩子近段时期的学习生活情况。王
某某的父亲告诉大家：“孩子现在初中毕业了，家里条件有
限，再加上她自己想出去打工，已经没有继续念书了，不过现
在比较听话，省心多了。”

交谈中，法官们与家长分析孩子在现阶段的“叛逆期”有
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倾向，和家长一起探讨解决方法，气氛
融洽。家长表示，如果有机会，还是要让她继续读书，真正学
到生活的本领。

王某某的父亲告诉记者，家里还有一个小女儿在读书，
经过政府各部门的普法教育，他也真正认识到孩子在义务教
育阶段家长担负的责任和义务。“我一定会吸取教训，让小女
儿好好读书，谢谢大家的帮助。”王某某的父亲一句简单而真
诚的“谢谢”，让上门回访的所有人心里感到无比欣慰。

近年来，琼中教育、司法、乡镇等加强联动，认真研究和
分析学生的失学辍学原因，对症下药，做好劝返复学和预防
工作，并围绕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微信群，法官走村入户宣传
等方式开展全方位、多渠道宣传，普及法律常识，强调责任和
义务，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义务教育的浓厚氛围，使“控辍保
学”工作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