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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龙（左四）在庭审现场 全媒体记者高凌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陈敏 肖瀚 通
讯员马润娇）11月24日，省一中院行政

庭公开审理原告韦某发、韦某家等人诉

被告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政府改变原行

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中，海口市

龙华区人民政府代区长王晓龙作为行

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据了解，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道插

村韦某发、韦某家等人与相邻的富雅村

吴某恒等人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引起纠

纷。在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登记的过

程中，龙华区政府经审查，基于富雅村于

1998年1月将涉案土地以家庭承包方式

发包给吴某恒等人的事实，依法为吴某

恒等人登记制作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

委托龙泉镇政府代为发放。龙泉镇政府

却以韦某某等与吴某恒等存在土地权属

争议为由，不将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发放给吴

某恒等人。龙华区政

府在对该不予发放行

为进行复议审查后，作

出《行政复议决书》，责

令龙泉镇政府限期将

证发放给吴某恒等人。韦某发、韦某家

等人认为，该《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

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侵犯其合法权

益，因此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撤

销龙华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书》。

庭审现场气氛庄严、井然有序。合

议庭通过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

论和最后陈述等环节，围绕案件争议焦

点，针对行政行为的事实认定、法律适

用、程序是否合法等关键要点组织双方

当事人发表了意见。

庭审结束后，海口龙华区司法局党

组书记、局长文光利告诉记者，龙华区

出台《关于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单位制定相应工

作计划，加强各单位对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的相关规定的学习和理解，避

免出现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不符

合规定的情形，各单位结合自身工作实

际，合理安排单位正职、副职以及其他

参与分管的负责人出庭应诉。

省一中院行政庭副庭长、主审法官

陈锋告诉记者，代区长王晓龙作为行政

机关一把手出庭应诉，是全面依法治国

和依法行政的体现和要求。积极推进行

政机关负责人积极出庭应诉，能够体现

原被告双方平等的诉讼地位，向公众展

示公权力由人民赋予、受人民监督和为

人民负责的本质属性；能增强行政机关

依法行政的意识；便于当事人双方在法

庭上倾听彼此意见，促成问题解决，减少

诉讼外的层层请示汇报，提高效率。

11月22日上午，省高院诉讼服务中

心窗口，海南某公司员工袁女士受公司

委托前来领取二审裁判文书，工作人员

告诉她，2天内，8.18万元的上诉费退款

就能打到该公司账户。海南某公司因股

权转让纠纷上诉至省高院，近日二审裁

定发回重审，按规定应退还该公司缴纳

的上诉案件受理费。

“二审发回重审，法院工作人员说之

前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可以退还，不

需要申请，2天就可以到账。”袁女士说，

她早些了解到，退诉讼费需要递交申请

材料、层层审批，整个过程比较耗时间。

她觉得，诉讼费退费新规定太方便了，真

正体现了司法为民。

这是全省法院系统切实把教育整顿

成效转化为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

法的一幕，也是全省各级法院深入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缩影。

申请人2天内领到退款

“在案子调解后仅2天，诉讼费退款

就自动打入我的账户，真是太方便了。”

近日，当事人傅某在收到退款后，连连向

省高院承办法官表示感谢。

傅某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

上诉人，上诉交纳了5.2万诉讼费，后案

件经调解，傅某提交了撤诉申请，按照

《诉讼费交纳办法》相关规定，以调解方

式结案或者当事人申请撤诉的，减半交

纳案件受理费，即需要退还傅某 2.6 万

诉讼费。

在以前，傅某需要费时费钱从居住

地到省高院办理退费；现在傅某人在家

中即可收到退费。

为给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利的司法

服务，祛除退费难、退费慢的顽疾。10

月 26日，省高院出台《诉讼费用退费规

程》（以下简称《规程》），明确诉讼费退

费无需当事人申请，由案件承办法官主

动发起，在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

完成。

新举措给群众带来很大的便利。

当事人赖某起诉某公司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一审判决案件受理费原告

承担19元，被告承担583元，二审维持

原判。11月3日，赖某拿着生效的民事

判决书到琼中法院湾岭法庭申请退费，

赖某于11月4日收到退费款项。对于能

如此快速的收到退款，赖某向法院表示

感谢，并称赞诉讼费退费新规定真正做

到为老百姓着想。 （下转3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连蒙）11

月22日，省三江监狱党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召开第 28 次集中学习（扩

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

会议指出，各党支部要强化组织

领导，结合封闭执勤实际，充分利用

“碎片”时间，通过个人自学等方式，不

断把学习宣传工作引向深入。要勇

扛使命担当，更加自觉主动投入到监

狱改革、发展、建设中来，坚决扛起建

设新型现代文明监狱的职责使命。

要增强发展的决心信心。要做到“三

个结合”，即注重与主责主业紧密结

合、注重与重点工作紧密结合、注重与

未来谋划紧密结合，不断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确保监狱发展的正确方向。

省三江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

贺爱国主持会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杨春梅）
11 月 23 日，五指山市委政法委召

开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和省委七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并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会议要求，要全面加强学习宣

传，迅速在全市掀起学习宣传贯彻

全会精神热潮；要坚持底线思维，

统筹发展和安全，把风险防控工作

当作一件大事抓紧抓实，为海南自

贸港实现预期目标、进入不可逆转

轨道扛起责任担当。

会议强调，要结合工作实际，

按照省委政法委和市委工作部署，

全力攻坚冲刺岁末年初各项工作

任务，持之以恒转理念、补短板、求

极致，打造亮点、精品，以饱满的

工作热情全面完成全年各项工作

任务，推动五指山市政法工作争先

创优。

五指山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

记周冯彬主持会议。

五指山市委政法委传达学习全会精神

攻坚冲刺岁末年初工作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和省委七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张星）11月
24日，省检察院公布今年1月至10

月全省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其

中，全省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公益诉

讼案件1001件，同比上升23.9%。

据统计，今年1月至10月，全省

检察机关共批准和决定逮捕各类犯

罪 6639 人，同比下降 8.3%。不捕

3650人，同比上升72.3%，不捕率为

35.9%，同比增加13.1个百分点。

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未成

年犯罪嫌疑人 460 人，同比下降

1.7%；不捕576人，不捕率55.6%，同

比增加18.3个百分点，高于总体刑事

犯罪不捕率19.7个百分点。同期，对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批准逮捕508人，

同比上升18.1%。批准和决定逮捕

涉 黑 恶 犯 罪 244 人 ，同 比 下 降

71.2%；决定起诉687人，同比下降

60.3%；批准和决定逮捕毒品类犯罪

352人，同比下降47%；决定起诉434

人，同比下降58.4%；共起诉电信网

络犯罪752人，同比下降9.1%。起

诉涉电信网络的诈骗犯罪374人，赌

博犯罪146人，分别占电信网络犯罪

人 数 的 49.7% 、19.4% ，合 计 占

69.1%。起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

动罪112人，同比上升5.6倍，非法利

用信息网络罪9人，同比上升8倍。

数据显示，全省检察机关入额

院领导共办理案件4651件。其中，

各级检察院检察长办理585件，占

12.6%；副检察长及其他入额院领导

办理4066件，占87.4%。

我省检察机关晒1月至10月主要办案数据

办理1001件公益诉讼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陈宁悦）11
月24日，“清朗·互联网用户账号运

营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新闻通

气会在海口举行。省网信办通报查

处“万宁直播”等6个微信公众号，

并对运营企业予以行政处罚。

根据有关部门举报线索并经调

查证实，“万宁直播”“直播万宁”“万

宁爆料”“万宁文化”“万宁特区报”

“万宁市在线”等 6个微信公众号存

在以“地名+具有新闻属性的名称信

息”等字样命名微信公众号开展运

营、并在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许可资质的情况下长期转载推送媒

体新闻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已经被

依法责令关闭，省网信办还依法约谈

了公众号运营企业海南正哥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并予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近年来，部分互联网用户账号

名称、头像、简介和封面等包含违法

违规信息，假冒仿冒党政军机关、企

事业单位、新闻媒体等组织机构名

称、标识以假乱真误导公众，不具备

经济、教育、医疗卫生、司法等领域

专业资质仍从事专业领域信息内容

生产。还有部分互联网用户账号恶

意营销，利用社会时事“蹭热点”、发

布“标题党”文章煽动网民情绪，传

播低俗、庸俗、媚俗内容，炒作明星

八卦等泛娱乐化信息，引发网民互

相攻击，以知识传播名义歪曲解读

国家政策，干扰公众认知，“带节奏”

操控评论，干扰真实舆论呈现。这

些违法违规网络乱象严重影响海南

自贸港形象，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省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网

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海南网信系

统针对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人民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开展“清

朗”系列专项整治，着力解决影响网

络空间清朗生态的痼症顽疾，取得

积极成效。

据了解，今年以来，省网信系统

已清理淫秽色情、低俗庸俗、不实失

实等违法违规和不良信息 27016

条，注销用户账号2253个。

无资质还长期转载推送媒体新闻信息

“万宁直播”等
6个微信公众号被关闭

省三江监狱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聚焦主责主业学深悟透

诉讼费退费新举措实施半个多月，我省法院共为当事人办理退费322件，退费金额185万余元

当事人在家就能坐等退费
■本报全媒体记者陈敏

省二中院书记员指导当事人填写《退费账户确认书》 通讯员罗凤灵 摄

详情扫码阅读

本报讯 11月 24日，全省作风整顿

建设年暨“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

第三次推进会在洋浦经济开发区召开。

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作风

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推动活动

深化和成果转化，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提供强大发展动力。冯飞、李军等省

领导参加活动。

与会代表前往洋浦保税港区综合

服务大厅、部分企业和重点项目，观摩

洋浦经济开发区在破解企业融资、行政

审批、政策落地、要素保障等方面问题

的举措做法。沈晓明强调，营商环境就

是竞争力，服务企业就是生产力，干部

作风就是生命力。全省各级各部门要

围绕项目落地和企业发展全过程，当好

“保姆”，遇事不后退，敢担当善作为，帮

助企业渡过难关；当好“红娘”，发挥产

业链组织者与协调者的作用，撮合上下

游企业合作共赢；当好“店小二”，主动

下沉提供精准服务，实现企业不跑政府

跑、企业少跑政府多跑。

会议听取了两项活动的阶段性进

展情况，部分市县和单位负责人作交流

发言。

沈晓明充分肯定了两项活动取得的

成效。他指出，实践证明，只要持之以恒

抓整顿、真刀真枪抓落实、比学赶超不服

输、举一反三想办法，就可以治理作风顽

疾、解决堵点难点、学习先进经验、做好

各项工作。全省各级各方面要进一步增

强信心决心，乘势而上、全力以赴抓好

“活动下半场”，向全省人民交出一份满

意答卷。

沈晓明强调，要将活动成果转化为

各级干部“想干事”“敢干事”“会干事”

“支持干事”的实际效果，凝聚起干事创

业的强大动力。要坚持党建引领、领导

带头、高度负责、精益求精、实事求是，将

活动成果转化为攻坚克难的过硬作风，

以人民满意度体现活动成效。要总结提

炼问题发现、难题破解、经验推广等做

法，将活动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良好

机制。要坚持底线思维，把牢正确方向，

对照“中国特色”核心要义，用政治眼光

看清各种“疑难杂症”的发病机理，有的

放矢破解难题，将活动成果转化为防范

风险的有力举措。

推进会采用全程现场直播的形式进

行，在省人大会堂、省政府驻京办和驻穗

办等地设立分会场。 （沈伟）

沈晓明在全省作风整顿建设年暨“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
第三次推进会上强调

全力推动活动深化和成果转化
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强大发展动力

冯飞李军出席

村民不服行政复议状告区政府，海口龙华区代区长出庭应诉

“民告官”庭审“见到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