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林鸿河 全媒体记者许光
伟 通讯员王维善）1月10日，洋浦检察

院召开2022年刑事检察工作部署会。会

议旨在持续深入开展好各项刑事检察重

点工作，精准把握新形势下刑事检察事业

发展方向，做到早谋划、早部署、开好头、

起好步，全面提升2022年刑事检察工作

质效，实现刑事检察新作为新气象。

会上，洋浦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

长李梅对该院2021年刑事检察工作进

行全面总结。李梅表示，全体刑事检察

部门干警要在讲政治的引领下，坚持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刑事检察工

作。加强学习，转变司法理念，认真贯彻

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刑

事检察部门干警要职责明确，各负其责，

确保每项考核工作有序开展。充分发挥

聪明才智，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齐心

协力把考核工作做好做实；要紧紧围绕

认罪认罚、案件比等重点工作不放松，进

一步提高认罪认罚适用率和确定刑量刑

建议提出率。定期召开考核数据分析

会，对短板、弱项查找原因，提出针对性

措施。加强对案卡填录工作指导，杜绝

因错漏填录案卡造成数据失真；刑事检

察部门干警要紧盯目标任务，铆足干劲，

共同发力，以崭新的面貌投入到工作中

去，力争刑事检察工作实现开门红，为全

年刑事检察工作再上新台阶奠定坚实

的基础。

洋浦检察院部署2022年刑事检察工作

查找短板弱项 提出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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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基层走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有了村

（居）法律顾问，我们身边也有了‘贴心

人’”1月13日，在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街

道侨中社区居委会里，经两个多小时调

解后，某小区居民称赞说。

村（居）法律顾问，忙碌在海口大大

小小社区。他们对社区居民情况熟记

于心，对社区里的矛盾纠纷了如指掌，

是居民口中的“法律管家”，为来访群众

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他们是基层干部

的参谋和得力助手。

村（居）法律顾问在社区发挥的作

用如何，如何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先

锋。2021年 12月底至2022年 1月 13

日，记者走进活跃在海口市大街小巷的

村（居）法律顾问中间，感受他们“坐班”

基层，让老百姓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优

质的公共法律服务的工作情况。

用情调解获17户居民点赞

海口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科科长吴

中惟介绍，截至2021年 11月底，海口

市39个镇（街）、458个村（居），共聘请

187名法律顾问，实现了村（居）法律顾

问全覆盖。

“多数同意就可以装？你们是不知

道住在一楼的苦，我气不顺！”1月13日，

刚到达调解现场，记者便听到了一名业

主大嗓门地诉苦。侨中社区村（居）法律

顾问、律师潘兵坐在业主中间，认真倾听

他们的陈述。

原来，该楼是某单位职工宿舍楼，

比较老旧，居住着17户居民。该楼近

期要加装电梯，方便楼上的住户出行。

一楼两户人家认为电梯会遮挡太阳光

还产生噪音，心生不满，于是阻拦电梯

安装施工队施工。

调解过程中，潘兵先安抚业主的情

绪，然后讲人情摆道理进行劝解。经过

两个多小时的调解，小区业主达成初步

意见：一楼两户业主同意加装电梯，但

需要一定的赔偿金；其余住户同意赔

偿，但具体金额需进一步确定。小区

17户居民对潘兵的调解表示满意，并

纷纷点赞。

吴中惟介绍，和潘兵一样，村（居）

法律顾问主要职责是为基层组织和群

众当好参谋，帮助基层组织提升运用法

律手段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能力，引

导群众提高依法正确表达利益诉求，依

法、理性解决矛盾纠纷，把基层矛盾纠

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

冒雨下乡用心调解促和

2021年12月28日，刚出完庭的律

师梁欢一手撑着伞，一手拿着电话不停

地回答群众电话法律咨询。据了解，梁

欢除了担任蓝天街道塔光社区、下洋社

区、龙歧社区和万华社区4个居委会村

（居）法律顾问外，同时对律师张德兴负

责的演丰镇五个村居委会做好协助服

务工作。

突然，梁欢的手机又响了起来。接

通后电话后，那一头的一番话让梁欢露

出笑容。接玩电话后，梁欢告诉记者：

“前段时间调解的一起纠纷，当事双方

均同意现在去司法所调解。”

于是，梁欢冒着雨马不停蹄地赶往

演丰镇。

原来，2020 年 12月，演丰镇某村

村民张某和冯某合伙在村里开了一家

水吧。冯某投资1万元，张某负责日常

经营。不久后两人因琐事发生争执，冯

某强烈要求退伙，张某口头表示同意，

并答应退还冯某投资的1万元。但受

疫情防控等情况影响，水吧经营状况不

景气，当冯某每次让张某退还 1万元

时，张某总是躲躲闪闪。冯某便去水吧

闹，冯某一怒之下称“法庭见”。

近日，梁欢、张德兴和海口市美兰

区司法局演丰司法所专职人民调解员

胡诗凯在该村开展普法工作时了解情

况后迅速介入调解。张某说他和冯某

原本是好朋友，又是同村，不想为此事

闹上法庭，接受调解。梁欢转而向冯某

讲明利害关系。冯某再三考虑后决定

听取梁欢的建议，同意去司法所调解，

于是拨通了梁欢的电话。

40分钟车程后，梁欢到达演丰司

法所。此时，张某和冯某已在司法所办

公室。

“做生意本来就有赔有赚嘛，现在

水吧生意不好做，没赚到钱，我怎么有

钱还给你？”“散伙时，你明明答应了退

钱给我，现在不认账了，我的微信聊天

记录记得明明白白呢。”张某和冯某的

对话中仍充满“火药味”。冯某把双方

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屏拿给梁欢看。

梁欢轻轻点点头，转头对张某说：

“张先生，我相信双方能坐在这里也是

希望能把问题妥善解决。您还要做生

意，这件事如果这样放着不解决的话，

不是长久之计……”

张某被梁欢和张德兴有理有据、依

理依法的调解说通了，称自己也想退

钱，但一时拿不出1万元。梁欢接过话

提出把这笔钱转为借贷关系，并分3次

还完。张某和冯某都同意，当场立字

据，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

调解结束后，冯某对律师的专业服

务赞不绝口。他告诉记者：“我们村民

大都不是很懂法律法规，以前有矛盾只

知道去闹，现在有了村（居）法律顾问，

真是太方便了。律师在身边为我们调

解，方便又安心。我们心服口服。”

吴中惟介绍，村（居）法律顾问除

了调解纠纷之外，还积极深入基层，接

受群众法律咨询，举办普法讲座，协助

起草、审核、修订村（居）的村规民约和

其他管理规定，为村(居)建设项目、合

同和其他事宜提供法律服务，引导干

部群众依法办事、依法维权，让村民

“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免费的法律服

务。

“不论是调解邻里间鸡毛蒜皮的小

事，还是急难险重的大事，村（居）法律

顾问都能沉着应对，及时为老百姓送上

法律服务。”吴中惟告诉记者，村（居）法

律顾问的手机全年

24 小时保持畅通，

确保及时接听群众

的求助，切实做到

为群众解忧，让群

众满意。

海口市村（居）法律顾问扎根一线当好群众“法律管家”

身边“贴心人”冒雨解纠纷
■本报全媒体记者连蒙

本报讯（林鸿河 全媒体记者许光
伟 马宏新 通讯员周颖静）1月12日下

午，儋州市委政法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

组（扩大）学习会，传达学习儋州市第十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及政协第

十一届儋州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

会议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把贯彻

落实儋州市“两会”精神作为当前一项

政治任务抓紧抓好，深入学习领会，拿

准吃透核心要义。深刻领会省委推进

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的重大意义，为推

进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创造稳定的社

会环境扛起政法担当；要通过开展集中

学习、自主学习等方式，把会议精神转

化为具体行动新举措，推动政法工作再

上新台阶；要主动对标对表目标任务，

认真谋划全市政法工作；要聚焦抓好儋

州平安建设、社管平台建设、常态化扫

黑除恶、反电诈、维稳、禁毒三年大会

战、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犯罪工作、“三

无”船舶清理整治、综合执法点建设、市

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等重点任务，以新担

当新作为奋力创造良好法治营商环境

和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儋州市委政法委传达学习市“两会”精神

对标目标任务 谋划政法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杨春梅 通讯
员洪敏）1月 11日，五指山市人民检察

院生态环境资源保护检察办案中心挂

牌成立。五指山市委书记朱宏凌出席

揭牌仪式并讲话。

据了解，为进一步发挥检察机关生

态环境保护检察职能，加强派驻乡镇检

察室的转型发展。五指山市检察院经

省检察院批复，在五指山市委、市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整合派驻毛阳检察室及

该院公益诉讼部门的办案力量成立了

五指山市检察院生态环境资源保护检

察办案中心。

五指山市检察院生态环境资源保

护检察办案中心的成立，对五指山市生

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今

后，五指山市检察院生态环境资源保护

检察办案中心将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

法治宣传教育，持续营造良好的爱林、

护林、兴林法治环境；集中发挥刑事检

察、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严厉打击破坏

生态环境资源犯罪，与五指山市有关职

能部门一同守护五指山生态环境资源、

共同捍卫群众公共利益。

五指山市检察院生态环境资源保护检察办案中心成立

发挥职能守护生态环境资源

（上接1版）莫娆意识到，想要社矫

对象顺利回归社会，需要瞄准他们

的症结从心灵深处进行疏导。

镇里的年轻小伙周某，曾因故

意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5

年。2019年 4月，周某到龙门司法

所报到接受社区矫正。

莫娆经过走访了解到，周某有

个交往多年的女友，感情不错，但女

友碍于周某一直无事业无房子，迟

迟不想结婚。

“有家才有努力的方向。”莫娆

认为，周某在爱情的鼓励下，回归社

会将事半功倍。

她经过打听，得知周某的堂兄

是当地企业家，于是她组织司法所

工作人员多次跟他沟通交流，最终

获得周某堂兄支持，同意将自己农

场的一片树林免费提供给周某，并

出资支持，让周某与朋友一起投资

养殖第一批肉鸡。

当年年底，周某养殖的鸡出笼

销售，他也收获了回归社会以来的

第一桶金。

近两年来，周某除了与朋友合

伙养殖肉鸡外，还虚心向其堂兄学

习荔枝种植技术，认真打理自家几

亩荔枝。

“去年的肉鸡收益怎么样？”1月

12日，记者跟随莫娆来到周某的养

殖场地回访，莫娆向周某询问道。

“为了能养出好品质的肉鸡，

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收益也很

好。”周某怀抱着他的孩子，颇有信

心地答复。如今，周某已是2个孩

子的爸爸，他说，以前的生活已一

去不复返，以后奋斗的路只为了自

己的家。

摸排谈心帮教 筑防护网

如何开展帮教工作，是莫娆
与同事们在不断探索的方向。莫
娆表示，我们通过摸底调查，理清
全镇在册吸毒人员和有犯罪前科
人员底数，掌握具体人员数量、家
庭情况、就业情况、收入情况等，
找出需要重点关注帮扶的对象；
其次通过入户走访、谈心谈话等
方式，了解他们的想法、意愿和需
求，并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针对
他们的需求，采取相对应的帮扶
措施。

“她很有思想，也很有干劲，为
了能把帮教工作落到实处，她把涉
及的方方面面都考虑了进去。”龙
门镇宣传委员吴淑征评价说。

为了帮助更多像周某这样的
社矫对象，莫娆动员周某的堂兄与
县司法局合作，借助他的农场建立
安置帮教基地，承载像周某这样的
人员教育培训工作。依托农场的
荔枝、水吧等产业，发挥农场技术
人员传帮带作用，接纳和带动就业
创业。

2020 年 12 月，定安启航安置
帮教基地正式揭牌成立。目前，该
安置帮教基地接纳了19人在基地
就业。

“这份荣誉让我感到很光荣、很
自豪，但是我深知，这份荣誉不只属
于我一个人，它应该属于龙门镇各
政法部门全体干部，以及龙门镇支
持禁毒工作的社会爱心人士。”莫娆
说。

一堵一疏 从“心”出发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董林）由于

王昌忠、黄彪等34人涉嫌犯组织、

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爆炸

罪、强迫交易罪等一案时间跨度较

长，且被害人人数较多，目前仍无法

在法定期限内确认相关被害人的姓

名及联系方式，无法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1月11日，东方市法院发布被

害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告知书表示，被告人王昌忠、黄

彪、吴景、文兴兴、曾定光、陈俊吉、王

昌平、王卫芳、陈一、符志传、曾令忠、

周志彪、蒙福全、符兴忠、蒙业夫、符

俊雄、赵冬超、王非届、王福龙、文永

昌、陶进峰、符少武、吴声武、林武、周

书宁、王达、周书宇、黄小涛、陈紫灿、

李才威、文海威、陈斑雄、陈健威、谭

天等34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

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

事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开

设赌场罪，串通投标罪，非法采矿

罪，已由东方市检察院审查完毕并

移送东方市法院提起公诉。

东方市检察院指控：以王昌忠为

首的犯罪集团自20世纪90年代初

开始在东方市八所镇新港码头地区

形成，长期在当地通过暴力、威胁等

手段欺压百姓，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从而形成强势地位，为非作恶，称霸

一方。该犯罪集团涉足渔业、赌场、

娱乐场所、采矿等行业，通过有组织

的违法犯罪活动对部分行业形成垄

断经营，牟取巨额经济利益，严重破

坏当地治安、生产、经营秩序。

由于本案时间跨度较长，且被

害人人数较多，经东方法院多方努

力，目前仍无法在法定期限内确认

相关被害人的姓名及联系方式，无

法送达相关法律文书，根据有关规

定，采取告知书方式告知本案被害

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以及在诉

讼阶段享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以上事项如有疑问，请与东方

法院联系或将书面意见邮寄该院。

邮寄地址：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法

院。联系人：吴宗哲、吴永颜、周洪

毅。联系电话：0898-25519952，

0898-25515512，0898-25592080。

王昌忠等34名涉黑成员
被提起公诉
东方法院发布被害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琼海司法局进工地普法

为务工人员
送去法治温暖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卢小喜）1月 13日，琼海市司法

局联合琼海市总工会，在琼海中学的工

地开展“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

民工公益法律服务行动暨春季禁毒流

动课堂活动，为务工人员送去冬日的法

治温暖。

活动现场通过设立法律服务咨询

台、发放宣传页等方式，向前来参加

活动的农民工和市民重点宣传讲解

民法典、劳动法等法律法规，针对农

民工关心的讨薪难、房屋买卖纠纷等

问题进行解答，引导他们以理性合法

的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进劳动

关系的和谐稳定，并发动群众积极举

报涉毒违法犯罪活动，提供违法犯罪

线索。

东方法院召开民主生活会
听取意见建议

深入查摆问题
制定可行措施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董林）1月 12

日上午，东方市法院召开党史学习教育

专题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座谈会，邀请

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建言献策，为开好

专题民主生活会打牢基础。

座谈会听取了机关单位、乡镇政府

以及老干部、人民陪审员、人民调解员、

律师等代表的意见建议。与会人员踊

跃发言，各抒己见，并结合各自工作实

际，就法院审判执行、监督管理、普法宣

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开诚布公

地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该院并就有关

问题向发言者详细询问和解释。东方

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对大家提出的意

见和建议，东方法院党组将会认真研

究，深入查摆问题，研究制定切实可行

的措施，推动法院各项工作再上新台

阶。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麦文耀 赵
世馨）1月11日，陵水黎族自治县社

区矫正管理局举办《海南省社区矫

正文书样本（试行）》培训班，进一步

提升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水平，切

实增强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业务技

能和执法意识。社区矫正管理局全

体工作人员、省厅派驻民警、各司法

所所长等参加培训。

培训班上，陵水社区矫正管理

局负责人结合社区矫正对象接收、

入矫宣告、日常监管、教育学习、社

区服务、考核评定、违规处置、解除

矫正等社区矫正工作流程，对《海南

省社区矫正文书样本（试行）》的法

律文书、执行文书、工作文书进行了

详细说明，同时对社区矫正常用法

律文书的制作方法、技巧和应把握

的注重事项作辅导，并对社区矫正

案卷装订要求做了规范和统一。

陵水社区矫正管理局举办培训班

增强工作人员业务技能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季）1月
11日，澄迈县吸毒人员毛发检测工

作现场会在加乐镇召开。会议表

示，全面提档升级“八严”工程，推进

禁毒重点整治、示范创建和农村毒

品治理，优化完善“无毒乡镇、村居、

单位”创建工作，积极开展防范打击

新型毒品犯罪工作，遏制新增吸毒

人员和复吸人员，实现“控增量、减

存量”目标。

会议强调，取得成绩的同时，也

要清醒地意识到全县禁毒工作任重

道远，新型毒品渗透加剧和诈骗手

段不断变化，网上网下毒品犯罪交

织，无不时刻侵蚀着禁毒工作的根

基和成果，更是需要全县干部群众

全身心、一如既往地支持与投身到

全县禁毒事业中来。要聚焦毒品渗

透趋势加剧，管控趋弱等难点问题，

咬定目标，高压严打，把毛发检测工

作作为禁毒工作的抓手，不断夯实

禁毒基层管控基础，实现禁毒管控

层面的延伸与全覆盖，创造稳定和

谐的社会治安环境。

澄迈部署推进禁毒重点整治工作

提档升级“八严”工程

2021年 12月28日，梁欢（中）在海口市美兰区公共法律服务
中心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 全媒体记者高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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