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7日上午，海南边
防医院派出由骨科、五官
科、内科、外科等医疗专家
组成的服务队，来到文昌市
良田村，为100多名群众进
行治疗和体检，并现场免费
发放药品。

据了解，文昌市东郊镇
良田村是口牙边防派出所
辖区，位于东郊椰林风景区
中。村中青壮年村民外出
打工人数较多，不少留守老
人身患疾病却因为行动不
便，未能得到及时治疗。派
出所民警得知情况后，主动
联系海南边防医院到村中
开展义诊活动。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史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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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全省法
官、检察官队伍建设，根据中央政法委
批复的《海南省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方
案》，经省委同意，决定成立海南省法
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

现将遴选委员会组成人员基本情
况予以公示（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劲平，女，1966年12月出生，汉
族，现任三亚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
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王 晶，男，1951年 3月出生，汉
族，现任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主任、海
南省律师协会名誉会长。

王崇敏，男，1965年 1月出生，汉
族，现任海南大学副校长、海南省法学
会副会长。

邓爱军，男，1968年 5月出生，汉
族，现任海口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
作委员会主任、中国民主建国会海口市
委员会副主委。

邓雪玲，女，1967年 6月出生，苗
族，现任琼中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
院长。

冯春萍，女，1964年 1月出生，汉
族，现任海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
海南省法学会常务理事。

刘 诚，男，1961年 9月出生，汉
族，现任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
记、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刘 涛，男，1971年11月出生，汉
族，现任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基层检察处

处长、检察员。
池晓娟，女，1965年 1月出生，汉

族，现任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党
组书记、检察长。

李 庆，女，1964年 4月出生，汉
族，现任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
记、代院长。

李永利，男，1965年 8月出生，汉
族，现任海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

李映旭，女，1969年11月出生，土
家族，现任海南省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兼
干部三处处长。

杨少强，男，1963年 5月出生，黎
族，现任乐东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
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杨志成，男，1954年12月出生，汉
族，现任海南省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
委员会主任。

吴 波，男，1962 年 9月出生，汉
族，现任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政策法规处处长、民进海南省
委常委。

吴佳敏，女，1967年10月出生，汉
族，现任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
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吴清雄，男，1955年11月出生，汉
族，现任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海南
日报社（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党
委副书记。

邱 隽，女，1972年12月出生，汉
族，现任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
任、检察委员会委员。

邹汉江，男，1966年 9月出生，汉
族，现任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
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陈海平，男，1964年10月出生，汉
族，现任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海南省委员会专职
副主委。

张 晖，男，1974年 6月出生，汉
族，现任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

武雪丽，女，1965年 9月出生，汉
族，现任五指山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

范建绥，男，1966年 6月出生，汉
族，现任万宁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

罗凡兴，男，1968年4月出生，汉
族，现任屯昌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

侯建民，男，1961年11月出生，汉
族，现任海南省委政法委副秘书长兼政
治部主任。

秦瑞静，女，1968年12月出生，汉
族，现任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
局局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夏 炎，男，1962年10月出生，满
族，现任海南省纪委、省监察厅第一纪
检监察室主任。

郭慧丽，女，1969年4月出生，汉
族，现任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

黄胜春，男，1966年10月出生，汉
族，现任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
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盖 曼，女，1972年 2月出生，回
族，现任陵水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
长。

童光政，男，1964年 6月出生，汉
族，现任海南政法学院党委书记、海南
省法学会执行副会长。

彭忠学，男，1955年10月出生，汉
族，现任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
记、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彭京宜，男，1956年 7月出生，汉
族，现任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海南

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省社会主义学
院）党委书记、海南省委党校常务副校
长、海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海
南省法学会副会长。

傅信平，男，1964年 2月出生，汉
族，现任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
员会主任。

廖 晖，男，1972年12月出生，汉
族，现任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主任、海
南省律师协会会长。

廖向琦，男，1962年 7月出生，汉
族，现任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海南省法律顾问团成员。

熊大胜，男，1965年10月出生，汉
族，现任昌江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公示时间为：2015年7月8日～7
月14日。如需反映情况，可在公示期
间向中共海南省委政法委员会政治部
反映。联系人：孙恬赟；联系电话：
0898 － 65220855，传 真 ：0898 －
65228256；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
兴大道69号省委6号办公楼；邮编：
570203。

我们将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履行保
密义务。为便于对反映的问题进行调
查核实，请在反映问题时，提供具体事
实或线索，并请提供联系方式，以便我
们核实情况作反馈。

海南省司法体制改革
试点工作推进领导小组

2015年7月8日

公 示

■ 新华社记者 凌广志 傅勇涛

截至7月初，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基
本完成、司法责任制全省推开、全省地
方法院检察院清产核资全部完成……
海南作为第一批司改试点地区，在检察
官法官选任、办案机构整合等关键领域
大胆改革，在办案人员业绩考评、案件
质量评查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交出了一
份在关键领域“破冰”、全省纵深推进的
司法体制改革成绩单。

检察官法官选任：
不论资排辈，不迁就照顾

目前，海南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已基
本完成，1138名法官、806名检察官通
过民主推荐、考试、考核等方式，进入法
官、检察官员额。与此同时，400多名法
官，700多名检察官被分流到司法辅助
人员、行政后勤保障等岗位。

“法官检察官比例控制在政法专项
编制的39％以下，为五年过渡期预留了

充足员额，海南的司改已经渡过激流险
滩。”海南省高院院长董治良说。

“选任绝不论资排辈，不迁就照顾，
确保业务骨干到办案一线。”海南省检
察院检察长贾志鸿说，全员参加选任，
助理检察员也有机会被遴选进入员额，
如果现任检察官没有选任入员额，就需
要参加检察官助理、甚至书记员的遴
选。全省有3名检委会委员、47名正副
处（科）长在检察官选任中落选。

海南省法官、检察官选任突出了
“专业化”的特点。在统一考题、标准答
案下，对政治和业务素质进行考察，由
第三方评卷。除考试之外，还通过由业
务庭自评、主管院庭长评分、干警民主
推荐、院党组集体打分、任职年限等多
项量化综合考核。综合得分考试占
40％，考核占60％。

针对75名已通过笔试、考核的助理
检察员升任检察员，海南还增加了由法
官、律师、法学教授组成的面试环节，按
照1∶1.2的差额比例确定。

“考试、考核层层筛选，老的少的公
平竞争，能进入法官员额实在不易。”陈
少辉是海口市中院“80后”的年轻法官。

“虽然年轻法官都是法律科班出身，如果

法官遴选论资排辈，轮不到我进员额。”

司法责任制全省铺开：
“让审理者裁判”走向现实

今年年初，司法责任制在海南省试
点推开，凸显了法官、主任检察官办案
主体，确立了权责统一、终身负责的办
案责任制。

为此，海南省检察院开出117项“权
力清单”，厘清了检察委员会、检察长及
主任检察官各自的权力界限和责任，确
保检察官独立办案。海南省法院系统7
月1日起实施《海南省法院司法责任制
职责清单（试行）》，共八章四十条，细化
了主审法官、合议庭、审委会等审判权
行使主体的职责。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强化了办案人员责任心，办案质量和速
度明显提升。万宁市法院院长戴义斌
说，今年上半年万宁法院收案1526件，
结案1085件，结案率71.1％，较往年大
幅提高，说明法官庭前准备扎实、案件
合议高效务实。

屯昌县检察院自2月实行主任检察
官办案责任制以来，案件办理平均天数

为 41.79 天，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8.06
天。屯昌县检察院检察长罗凡兴说，减
少了请示、汇报、逐级审批等中间环节，
节省了诉讼资源，缩短了办案时间。

司法责任制让主审法官、主任检察
官破除了依赖心理。“90后”的王剑峰是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最年轻的刑庭主
审法官。他说：“原来办案有主管院长
和庭长把关，独立办案后，更谨慎精细
了，判决书都是看了再看，生怕出错。”

大刀阔斧“去行政化”：
纵深推动改革“可复制”

司法责任制今年在全省推开后，海
南法检两院大刀阔斧进行“去行政化”
改革，扫除影响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
的体制机制障碍。

海南省检察机关打破“股、科、处”
的行政划分，将机构整合为刑事检察
局、民事行政检察局、政治监察部等6局
1部。海南省检察院政研室主任李梦林
说，五家先行试点的检察院，内设机构
从原来的14至18个，减少为6到8个，
避免了因内设机构过多、办案力量分
散，加剧案多人少的矛盾。

设立“法官会议”“检察官联席会
议”制度是海南司法改革的尝试性举措
之一。会议由资深法官、检察官和有经
验、能力比较强的优秀法官、检察官组
成。海口市中院院长吴剑平说，主要是
帮助主审法官及合议庭迅速厘清办案
思路，找准裁判的切入点，有利于统一
案件审理尺度，维护司法公信力。

此外，海南着手建立了案例指导库，
统一司法尺度，解决“同案不同判”的问
题，为全省法官提供裁判案件的参照系。

从7月开始，海南省法院系统不再
开展全省法院集中大接访或院领导定期
接访活动，法院领导对当事人反映案件
情况的来信不再作出批示。海南省高院
副院长张光琼说，通过完善“诉访分离”
和案件终结制度，使诉讼渠道更加畅通，
用法律解决群众“信访不信法”的难题。

目前，全省法检两院的清产核资已
全面结束，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
省以下人财物统管等司改制度性举措，
正在加快推进中。作为司法体制改革先
行试点地区，海南省上下联动、知难而
进，用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确保群众有
更多的“获得感”，纵深推动改革经验“可
复制”。 （新华社海口7月7日电）

在检察官法官选任、办案机构整合等方面大胆改革，全省纵深推进见成效

海南司改关键领域“破冰”

本报三亚7月7日电（记者王玉洁）今天，省人
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继续在三亚就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情况进行检查。当天，执法检查
组共检查了农贸市场、屠宰场、粮食储备库、超市、米
粉加工厂等11个单位。

记者从鸿港新贸城的农残检测记录表中看到上
面只有检测员、检测时间、商品名称、检测结果、检测
项目和评价六项。对此，执法检查组认为这远远没
有发挥一份台账记录应有的作用。

“例如抽检豇豆，要在检测记录表中体现该豇豆
从哪个摊位抽检的、摊主是谁。”检查组人员强调，能
查到摊位便可知摊位的采购点，一旦发现蔬菜有农
药残留，便可追溯到源头，从源头整治。执法检查组
建议，占地约102亩的鸿港新贸城作为目前三亚市
最大的农副产品商贸批发基地，要充分重视瓜果蔬
菜农药残留检测、地下管网、采光和通风问题，建设
和管理要更加规范。

执法检查组指出，想要做好食品安全工作，做好
台账是关键，要做好每一次抽检、进货和出货的记
录，如此便能追溯到上一环节工作，顺藤摸瓜，找到
问题症结所在，有针对性、有目的地整治。

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在三亚检查时强调

完善台账管理
追溯源头整治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侯小健

通讯员陈长吉）连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湾岭镇大墩村搭择村民小组的一条
全新水泥路、一座便民桥近日建成通
车，数百村民欢呼雀跃：“太好了，村里
有了水泥路和便民桥，我们出行就方便
多了，不再‘晴天一身尘，雨天一脚
泥’。”这是我省农村连通工程建设的一
个缩影。民生工程普惠百姓，百姓出行
倍感舒心。

据省通畅办统计，今年上半年，我
省县道砂土路改建及农村连通工程共

完成投资1.91亿元，路面完成191公
里。“今年完成近百公里的县道砂土路
改建工程后，我省将消灭纯砂土路县
道。”该办负责人称。

上半年，我省县道砂土路改建工
程完成投资1.02亿元，水泥混凝土路
面 完 成 41 公 里 ，占 全 年 任 务 的
42.1%。农村连通工程完成投资8892
万元，路面完成150公里，占年计划任
务的37.5%。

据了解，今年已完成的县道砂土路
改建工程包括海口市铁桥至新坡公路

（X149）、文昌市福耀硅砂厂至宋六公
路（X200）、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
至毛感公路、儋州市东成至王五公路
（X501）等；完成的连通工程包括海口
市秀英区石山镇艾森牧业公司至绕城
公路、文昌市文城镇湖园村委会至青头
山村公路、琼海市潭门镇林桐村委会至
文园村公路、五指山市南圣村委会至南
圣大村公路等。

县道砂土路改建及农村连通工程
是普惠百姓的民生工程。看着眼前一
条条平坦的水泥路替代了以往坑洼不

平的土路，广大受益百姓喜上眉梢。
省交通运输厅有关负责人称，今年

我省将县道砂土路改建工程及农村公
路连通工程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
措，强力推进，目的是让百姓出行更便
捷、更舒心。据统计，自2012年至今年
6月底，全省县道砂土路改建工程累计
开工项目102个，完成投资24.5亿元，
完成水泥混凝土路面912公里，占计划
的93.82%。累计完成农村连通工程公
路项目600个，里程1246.65公里。今
年计划建成400公里。

我省众多“泥土路”变身水泥路
上半年完成投资1.91亿元 路面完成191公里

中央媒体看海南

◀上接A01版
不能仅仅是种植，还要在销售、加工、品牌创造和推
广上下功夫，结合实际走乡村旅游的路子，多条腿
走出致富路。四是坚持以人为本，改善职工生产生
活条件。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抓住国家棚户区改造
等政策机会，积极改善职工居住条件，让职工有稳
定增长的长久收入，推进我省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五是率先垂范，勇于创新创业。农场党员干部，尤
其是主要领导，要带头艰苦奋斗、廉洁自律、加强学
习、掌握本领，成为农场职工的致富带头人。六是
关心爱护离退休干部职工，使他们老有所养、病有
所医、乐有所乐，度过幸福的晚年。

省政府秘书长陆志远参加调研。

调整产业结构
搞活农场经济
深化农垦改革

◀上接A01版
通报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惩治腐败无盲区。广

大党员干部要从以上典型案例中深刻汲取教训，切实
引以为戒，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群众观念，坚持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自觉遵守党纪国法，廉洁履行岗位职
责。

通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
的“四风”和腐败问题作为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的重要内容，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按照“谁
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加强党员干部的日常教育管理
监督，抓早抓小抓苗头，管住管好干部的“小事”、“小
节”、“小毛病”，切实做到“纪”在“法”前，用纪律管住大
多数，真正把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通报强调，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从人心向
背的高度，强化责任担当，紧盯执法、监督、公共服务
等窗口行业、征地拆迁和工程建设、农村土地征收流
转和“三资管理”、政府专项资金和公益资金使用等
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严
明纪律，狠刹歪风，严惩腐败。对十八大后不收敛、
不收手，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特别是容易激化干群矛
盾、诱发群体性事件或造成其他不安定因素的村官
贪腐、小官巨腐等问题，以及十八大后，中央八项规
定出台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后仍然
顶风违纪的“四风”问题，要从严从重查处。对落实

“两个责任”不力，管辖地区群众身边“四风”和腐败
问题突出，或瞒案不报、有案不查的，要严肃问责，把
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不断推动全省基层党风廉
政建设取得新成效。

我省通报8起典型问题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
部、省文体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
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案件线索举
报。我们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定，
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定期通报受
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
行政执法总队）、66810531（省记
协），举报邮箱：hnx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公 告

本报海口7月 7日讯 （记者周晓
梦 刘笑非 通讯员李拉）昨天，省政府办
公厅印发通报，对2014年度实行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情况进行公布：海
口、三亚被评为优秀市县；琼海、文昌、儋
州、澄迈、陵水等5个市县被评为良好市
县；五指山、定安、屯昌、万宁、东方、昌
江、临高、乐东、白沙、琼中、保亭等11个
市县被评为合格市县。

根据通报结果显示，全省实行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工作取得较好成
效。但部分市县仍存在水资源监控、管
理机构、管理人员等能力建设方面还不
能够充分适应管理要求；节水工作机制
尚未健全；部分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内存
在排污口及其他污染水源的设施等方
面的问题。

对此，通报要求各市县政府和各有关
部门要加快建立完善长效稳定的水资源
投入机制，推进城镇供水管网改造和污水
管网设施建设，加强计划用水节约用水、
重要水源地管理以及水资源管理基础工
作和能力建设，建立有效的部门沟通协调
机制等等，以促进水生态文明建设。

我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工作取得较好成效

部分饮用水源地
保护区内存在排污口

本报万城7月7日电（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陈
循静 通讯员黄良策）先规划、后建设，在2016年12
月31日前办理报建手续，房屋建成并经验收合格
后，还能获得每平方米30元的报建奖励。这是万宁
新近出台的农村居民建房管理办法规定的。

据悉，万宁市近日出台农村居民建房管理办法，
引导村民科学建房，以改善农村居民居住环境，促进
城乡协调统筹发展。

根据管理办法，农村居民建房坚持先规划、后建
设、统一安排、节约用地的原则。选址必须符合镇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庄规划的要求；城中村内选址
的，必须符合经批准的城中村改造修建性详细规划。
同时，农村居民建房应当遵循“一户一宅”原则，一户
只能拥有一处划拨宅基地，且每户宅基地占地面积不
超过175平方米。农村居民建房应以低层为主，不得
超过三层，每户总建筑面积不超过400平方米。

万宁设立村民“报建奖”
年底前报建并验收合格的
每平方米奖励30元

◀上接A01版
国家旅游局正积极推进“旅游扶贫”工作，持续整顿旅
游市场，希望海南为全国旅游业探索新经验、做出新
示范，国家旅游局将一如既往支持海南旅游业发展。

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副省长何西庆，恒大
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以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会见。

罗保铭会见
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