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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10月31日（周六）上午9：00-11：30
主 讲 人：沈伯俊（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讲座主题：《三国演义》与人生智慧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 1

楼报告厅
讲 坛 办：海口市海府路49号老省委大

院第二办公楼省社科联三楼 305 室，电话：
65335787；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不需要凭票入场）
关注公众微信（hn65361358） 获取讲

座信息

国际旅游岛讲坛国际旅游岛讲坛
1010月月3131日讲座预告日讲座预告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见习记者 郭萃

今年初，律师钟某到东方市国土环
境资源局调查取证，被要求到东方市司
法局盖章确认律师身份。钟某认为，东
方市国土局要求侵犯了其作为律师的
自行调查取证权，故将东方市国土局告
上法庭。

10月10日，海南二中院对该案做
出终审判决，撤销东方法院一审判决，
确认东方市国土局要求上诉人到东方
市司法局加盖公章确认上诉人的律师
身份后，才受理上诉人的阅卷申请的行
政行为违法。

据悉，这是我省法院受理的首
例涉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行政诉讼
案件。

一审驳回：
国土局未侵权，律师败诉

经查明，今年1月8日，原告钟某持
本人律师执业证原件、《律师调查专用介
绍信》原件和需要查询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证复印件到东方市国土局，申请调查
相关土地权属。东方市国土局认为钟某
申请调查土地权属提交的材料不齐全，
要求其到东方市司法局盖章后才能查
阅。钟某认为，东方市国土局的上述要
求，属于任意加设行政审批程序的行为，
侵犯了其作为律师的自行调查取证权。
1月15日，钟某以东方市国土局要求其
到东方市司法局加盖公章确认律师身份
后，才受理调查申请的行为违法为由向

东方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1月19日，东方法院以东方市国土

局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为由裁定不予受
理。东方法院认为，钟某提供的证明文
件不能充分证明其代理律师身份或与其
调查的信息存在利害关系，东方市国土
局对其提供的材料持有怀疑，要求到东
方市司法局盖章确认其身份，属于行政
机关的审慎管理行为，不存在违法情形，
未侵犯钟某作为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一审判决后，钟某不服，向省二中
院提出上诉。

二审改判：
要求盖章确认身份属违法

二审指出，上诉人钟某出具的《律

师调查专用介绍信》中的查询内容为
“调查土地权属”，鉴于该介绍信并未明
确其所要查询的是土地登记结果还是
原始登记资料，被上诉人东方市国土局
应当向上诉人履行法律释明义务并听
取上诉人的辩解意见，被上诉人可以要
求上诉人补充提供法定的证明文件，但
东方市国土局不应要求上诉人到东方
市司法局加盖公章确认上诉人的律师
身份后才受理上诉人的阅卷申请。

二审认为，东方市做出被诉行政行
为明显没有法律依据，依法应当确认为
违法行为。被上诉人及一审法院认为
被诉行政行为是被上诉人的审慎管理
行为没有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不予支
持。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
误，判决结果不当，依法应予撤销。

海南二中院最终做出终审判决，撤
销东方法院行政判决，确认被上诉人东
方市国土局要求上诉人到东方市司法
局加盖公章确认上诉人的律师身份后
才受理上诉人的阅卷申请的行政行为
违法。

省律师协会会长廖晖认为，律师
执业权利的保障程度，关系到当事人
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维护，关系到
司法制度能否得到完善和发展。“律师
权益的保障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程
度的体现。”对此，廖晖表示，海南二
中院的判决对一些任性的行政权力部
门起到一个警示作用，不能违法乱作
为，不能私设权力壁垒，否则将被判决
违法。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

海南首例律师调查取证权案终审判决出炉

取证受阻律师状告国土局获胜

本报讯（记者李关平 见习记者
计思佳 操文）“收费1块！不交钱你
就开到别的地方停。”10月24日上午
10时，海口府城三角公园对面嵩阳大
厦前人行道上，一名中年妇女正在给
停放电动车的车主收费。如果车主拒
绝交费，附近就有一名男子过来“理
论”，要求车主将电动车驶离此处。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海口市各区
政府日前在市内人行道等区域划设了
电动自行车停放点，贯彻落实“门前三
包”责任制，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秩序，

并禁止向车主收费。然而，近期《海南
日报》新闻热线966123接到多起群众
反映：人行道公共电动车停放点，被人
拿绳子或铁链圈起来强行收费。

嵩阳大厦前人行道就是众多投诉之
一。记者注意到，这段不足一公里的人
行道上，有政府部门用白线划设的“电动
车停车位”，却被三伙人划了范围收。

无独有偶。在朱云路沿线人行
道，记者同样发现了有人发卡收费的
情况。10月23日晚上8时许，在朱云
市场公交车站附近的人行道上，在政

府划设的“电动车停车位”，一名年轻
男子给每位来停车的车主发放了一张

“停车卡”，每次收费3元。记者顺着
朱云路探访，发现收费不止这一处。

沿街的商户向记者抱怨：“政府在
商铺门前划设电动车停车位，就是为
了方便群众，结果我们自己停电动车
还需要向这帮人缴费，如此公然收费
的行为，竟然没有人管一管！”

根据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
步下放行政管理事项的决定》要求，电
动自行车停放点的审批、设置和管理

由区政府负责，任何免费或收费的电
动自行车停放点的设立必须经区政府
批准，严禁任何单位、企业或者个人私
自划设电动自行车停放点。收费的电
动自行车停放点应设立收费标识牌和
收费标准公告牌。

记者从海口交警支队了解到，如市
民发现任何单位、企业或者个人私自划
设电动自行车停车点或违法收取停车费
用等问题，可立即向海口物价部门、交警
支队或派出所举报，有关部门将对电动
自行车停车点收费乱象进行严厉查处。

海口多处电动车公共停车位被私人“圈地”收费

市民发现可举报 有关部门将严查

关注海口“双创”

本报海口10月 26日讯（记者孙
慧）今天上午，海口农贸市场大型商场
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向外公布9月份海
口农贸市场“双创”巡查考评结果。根
据考评结果，9月份考评排名靠前的为
金贸文华菜市场、金鹿市场、建山里农
贸市场、新港市场、城东市场；排名靠
后的为金花市场、海玻农贸市场、塔光

市场、北胜市场、民生市场。
在前两轮巡查考评的基础上，海

口此次重新拟定农贸市场综合管理巡
查考评方案，制定符合“双创”最新测
评指标要求的巡查评分表，对比原先
的考评内容，新考评标准的项目种类
大幅增加，由5类27项变为16类64
项，考评内容更加深入细致，做到不留

死角。此次巡查考评，全市37家农贸
市场共考评2368项，1132项为符合，
符合率为47.80%；1236项为不符合，
不符合率为52.20%。

不符合的主要问题包括六个方面：
市场管理不符合问题主要表现在摊位
摆放不整齐、地面潮湿积水等；活禽经营
秩序问题主要表现在经营、屠宰与销售

三区不分离等；病媒生物防制方面问题，
主要表现在未设置合格的防蚊蝇防鼠设
施、“四害”消杀控制密度未达C级标准
要求等；市场周边乱象问题，主要表现在
乱搭遮阳篷、物品乱堆放等；食品安全管
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产品准入制把关不
严等；经营秩序问题主要表现在销售“三
无”产品、没有服务承诺制度公示等。

保亭林业局原局长黄启璋
被“双开”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周
杰）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纪委日前对该县林业局原局长黄启璋严重违纪问题进
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黄启璋在担任保亭县林业局局长期间，不正
确履行职责，致使该单位违反相关规定采购苗木等物
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其中，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问题涉
嫌犯罪。

依据相关规定，保亭县纪委监察局研究并报县委
县政府审议，决定给予黄启璋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
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
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邓海
宁）机票价格不到一百？真的有这么好
的事情吗？记者今天从美兰机场获悉，
随着冬春航班换季，该机场也开始执行
新的航班计划，航班量相比夏秋航季都
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受岛内人口规模

等因素的限制，导致出港航班客座率偏
低，航班客流单向性问题突出。因此，各
航空公司纷纷下调出港价格，并大量推
出重要城市、热点旅游城市的特价机票。

据了解，目前海口至重庆、武汉、郑
州、南昌等航线的低折扣机票已跌破了

1折，最低达到0.6折左右，其中海口至
重庆机票最低价格更是达到100元。杭
州、昆明等热点旅游城市的机票仅1折-
2折，北京、上海等商务航线1.5折左右的
票价在各航空公司随处可见。远程航线
沈阳、哈尔滨、乌鲁木齐、兰州等也少有

地出现了两折票价。而海口到贵阳、武
汉的价格更是低至60元及80元。

美兰机场表示，为买到实惠、让人
惊喜的出岛机票，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可
尽早登录各航空公司官方网站或者其
它专业网站进行查询和预订机票。

海南花刺参苗种
规模化繁育获成功

本报海口10月 26日讯 （记者罗
霞）海南花刺参人工繁育取得重大突
破。近日，海南省应用技术研发与示范
推广专项“花刺参人工繁育关键技术研
究”顺利通过由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组
现场验收，这意味着海南花刺参苗种规
模化繁育获成功。

由海南大学承担、海南定利种苗有
限公司参与的海南省应用技术研发与示
范推广专项“花刺参人工繁育关键技术
研究”，2014 年亲参诱导成功率为
66.7%，2015年经过技术改进，诱导产卵
成功率达100%；两年共孵化小耳幼体
5182.8 万个；2015年共放养小耳幼体
3848.8万个，培育平均体长4.1厘米的
幼参50.03万头。

该研究项目负责人、海南大学教授
冯永勤介绍，花刺参分布于我省沿海，具
有较高的食用价值与药用价值，产品在
国内市场供不应求。我省是我国海参资
源最丰富的地区，发展海参养殖业具有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此次成功实现花
刺参苗种规模化繁育，为我省推广养殖
花刺参创造了条件，花刺参将有望成为
我国海参养殖的新品种。

保亭启动新星农场
棚户区改造项目
将惠及256户居民

本报保城10月26日电（记者易建阳 特约记者
黄青文）“开展棚户区改造，建设美好新生活”、“改造
昔日旧楼房，建设今日新城区”……在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新星农场，各种关于棚户区改造的宣传条幅
随处可见。近日，保亭全面启动了新星农场棚户区
改造项目。

今天上午，记者在新星农场机关老区宿舍看到，这
里都是两层的低矮平顶房，楼房墙壁斑驳，楼顶的钢筋
暴露在外。新星农场职工陈勇明告诉记者，这些房子
建于1983年，职工们也都希望早点将其拆除重建，住
上宽敞、结实的房子。

农场职工改善居住条件的愿望强烈，政府顺势而
为，全面启动了新星农场棚户区改造项目。新星农场
棚户区改造将体现功能与生态环境要求，统筹实施好
项目供水、供电等市政公用设施和商业、公共绿化等公
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实现棚户区改造与基础设施建
设和社区公共服务的有机结合。

据介绍，新星农场棚户区改造项目涉及 256
户居民，征收范围土地面积 128.22 亩，征收房屋
面积2.71万平方米。各地块分批启动征收补偿和
安置房建设，实行就地安置。安置房建设预计明
年底完成。

海口公布9月份农贸市场巡查考评结果

37家农贸市场考评项超五成不合格

美兰机场出港航班票价大幅下降

海口至多个城市机票跌破1折

解放西路多宝莉商业广场前人行道停放的电动
车，被私人强制收费。 本报记者 李关平 摄

私人在公共停车位“圈地”收费设置的停车卡。
本报记者 李关平 摄

儋州查处“四风”问题
动真格
指名道姓通报违纪单位和个人

本报那大10月26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廖
全元）儋州查处“四风”不捂盖子、不轻描淡写，而是指
名道姓动真格。记者今天从儋州市纪委获悉，该市公
开今年中秋国庆期间近一个月的监督检查情况，对该
市文体局公车私用、东成镇纪委工作不力等违纪问题
予以通报批评。

9月7日至10月8日，儋州市纪委、市整治办组织
多个监督检查组，对违规以公款收受节礼、公车使用管
理、干部驻镇和违规操办宴席等各类“四风”问题，进行
明察暗访。

近段时间，儋州市纪委、市整治庸懒散奢贪专项工
作领导小组联合下文，“晒出”中秋国庆期间的监督检
查情况：9月18日上午，那大镇蒲来仁、吴兆位和陈瑞
静3名改任非领导职务干部未在岗。9月28日晚19
时至22时，东成镇蒲维良、曾壮成、薛耀成、邓冬妍、符
世传和谢海平6名干部和光村镇符瑞安、陈梅丹2名
干部未驻镇，存在“走读”问题。10月6日10时30分
左右和10月7日3时30分左右，在那大镇中兴大道往
返儋耳路发现一辆公车，经查属于市文体局司机驾公
车私用。

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儋州市检查组调查，东成辖区
内“两委”干部反复出现疑似违规操办升学宴等“四风”
问题，鉴于东成镇纪委制止查处不力、履行监督责任不
到位，给予通报批评。

本报讯（记者单憬岗 许春媚 见
习记者操文 实习生饶欣欣）近日，违
规接纳未成年人上网的两家海口网吧
被处以停业整顿30天以及罚款人民
币5000元的惩罚，如此重罚仅是海口
对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上网的网吧打出
的“重拳”之一。

10月19日至20日，海口出动督察

组对全市四个区部分网吧进行专项督
查，共督查了全市18家网吧，共有2家
网吧被吊销营业执照，还有5家被处以
停业30天和罚款5000元的惩罚。

据悉，海口市有关部门要求对在
“双创”行动中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网
吧，将处以顶格处罚。例如，龙华区局
务会议要求，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网

消费者的有效身份信息的经营者，处
以罚款6000元的处罚，对接纳一名未
成年人的网吧处以15000元罚款，对
一次接纳2名未成年人的网吧处以停
业整顿30 日的顶格处罚，在停业
整顿期间营业的处以吊销《网络
文化经营许可证》的处罚，对一次
性接纳 3 名以上未成年人的网吧

处以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的处罚。

据悉，督查组要求网络经营场所
应遵守系列标准，包括刊播核心价值
观24字（或“图说我们的价值观”通
稿）、四个全面、中国梦、“双创”标语
等；证照齐全，亮证经营；严格执行上
网消费者实名登记制度等。

海口重拳打击接纳未成年人上网的网吧

违规接纳未成年人将被处以顶格处罚

万宁三处市场
农残检测室建成

20分钟完成检测并短信
告知群众

本报万城10月 26日电 （记者赵
优 见习记者冯成驹 特约记者陈循静）
为确保对全市人民群众“菜篮子”中果蔬
农药残留指标进行严格监控，万宁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高标准、高质量、高要
求建设了万城第二市场、万家惠超市、南
国超市三处市场农药残留检测室，目前
三处农残检测室正式建成投入使用。

新建成的农药残留检测室配备有卡
片式农药残留检测仪、分光光度计式农
残快速检测仪，能对市售果蔬中有机磷
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含量进行快速
检测。顾客送至检测室的果蔬样品，整
个检测过程只需20分钟，检测室将为群
众提供短信通知服务，将检测结果以短
信方式通知群众。

据介绍，若检测出不合格蔬菜，万宁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在第一时间采
取监管行动停止其上市、上柜、上桌，并立
即进行无害化处理，制止不合格食品流入
市场，将危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2015海南国际旅游岛
青年服务技能大赛落幕

18名选手分获6个
比赛项目前三甲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陈蔚
林 见习记者尤梦瑜）今天下午，2015海南
国际旅游岛青年服务技能大赛景区导游项
目决赛暨总结大会在海口举行。大会对6
个比赛项目的前三甲选手进行了表彰。

据介绍，海南国际旅游岛青年服务
技能大赛已成功举办三届。本届大赛由
团省委、省人社厅、省旅游委、省商务厅、
省邮政管理局等单位联合举办，围绕旅
游产业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紧密
结合当前“互联网+”这一行业发展趋势，
精选具有代表性的中式烹调、景区导游
等6个职业类别作为比赛项目。

大赛自5月26日启动以来，累计开
展了43场市县初赛、1场复赛、6场决
赛，共有1067人报名参赛，非公企业参
赛人员为总人数的77.3%，在社会上引
起强烈反响。

经过层层选拔和竞争比拼，18名选
手分别获得6个比赛项目的前三甲，其
中，快递业务员、电子商务师项目的前
三甲选手将代表海南参加第十一届“振
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

利用职务之便受贿

文昌教育局一干部
被“双开”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黄
云平）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文昌市纪委日前对
该市教育局计财股办事员赖广阳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
审查。

经查，2011年8月至2014年3月，赖广阳在担任
文昌市教育局计财股办事员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介绍评审项目，收受他人贿赂。其收受他人贿
赂的行为已涉嫌犯罪。

根据有关规定，文昌市纪委给予赖广阳开除党籍
处分；根据干部管理权限，由该市教育局报市政府批
准，给予赖广阳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
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