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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栓内没水

东方一KTV被查封

本报八所2月7日电（记者罗安
明 原中倩 通讯员曾广博 韩鹏飞）近
日，海南东方消防支队依法对东方市名
豪宾馆2、3、4层KTV进行查封，督促该
企业及时整改火灾隐患，确保消防安全。

春节期间，东方消防支队开展“今
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在例行检查
中，消防官兵发现，位于东方市东方大道
的名豪宾馆2、3、4层KTV存在疏散指
示标志设置不符合标准、室内消火栓没
水、部分防火门闭门器损坏等安全隐患。

为确保经营场所消防安全，严惩
违规责任人，东方消防部门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七条第二款
相关规定，对名豪宾馆2、3、4层KTV
实施临时查封。同时，消防监督执法
人员对该KTV负责人进行了严厉的
批评教育。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卢巨波

“我以前是公诉科副科长，多少有
些‘官本位’心态，司改后行政职级没
了，现在朝着专业目标前进。”2月7
日，海口市秀英区检察院检察官刘赟谈
起基层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时说道。

2015年6月，随着海南省首批入
额检察官选任基本完成、司法责任制
在全省三级检察院全面铺开，海南基
层检察院以“大部制”的形式开始了内
设机构整合。

改革一年多来，海南各基层检察
院内设机构数量由原来的平均14.7
个，减少至平均7.8个，基层检察院内
设机构总数由改革前的324个下降到
173个，减少了47%，全省检察机关内
设机构整体精简41%，取得明显成效。

今年1月12日，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中央政法工
作会议上，对海南省基层检察院内设
机构改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海

南基层检察院内设机构从改革前的平
均15个减为7至8个，精简50%左右，
大批业务骨干回归办案一线。

2016年 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曹建明在海南调研时也称赞：

“海南检察机关司法体制改革无论是
力度、进度，还是效率、效果都走在全
国检察机关前列。”

减“官”消“层”
新格局形成

“基层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就是
要科学整合内设机构，精简行政管理
中的‘官’，消减管理层，让更多、更优
秀的资源回归办案一线。”省检察院检
察长贾志鸿深有体会地说。

长期以来，基层院内设机构对应
上级院设置，1人科、2人科的现象较
为突出，分散了有限的办案资源。

为解决这一问题，省检察院通过
推行司法责任制改革，使检察官成为

有职有权的办案主体。
在改革中，海南检察机关按照突

出业务部门、精简综合部门的原则，对
基层院内设机构进行整合。改革后，基
层检察院内设机构形成了刑事检察局、
反贪污贿赂局、民事行政检察局、案件
管理局、检务管理局、政治监察部“五局
一部”加上乡镇检察室的新格局。

同时，我省允许各基层检察院结
合自身实际，在过渡期适当增加或减
少内设机构设置，但整合后的内设机
构总数，除派驻乡镇检察室外，最多不
能超过8个。

记者了解到，基层检察院内设机构
进行科学整合后，一方面人力资源得到
有效优化，另一方面减少了科室设置，
使大部分业务骨干回归到办案一线。

“放权”不“放任”
内部监督不断健全

内设机构整合后，检察机关内部

的监督制约是否被弱化？对此，省检
察院党组在精减内设机构、减少办案
层次的同时，确保“法定的工作程序不
能减少、应有的监督制约不能弱化”，
坚持做到“放权”不“放任”。

此外，我省还建立了业务部门负
责人对检察官司法办案的核阅制度，
加强对检察官司法办案的监督。

“内设机构整合实现了扁平化管
理后，内部监督制约机制逐步健全，对
于有争议的或重大疑难的案件，检察
长、分管检察长要承担监督把关的责
任。检察官对案件的处理也更加谨
慎，责任心更强。”秀英区检察院检察
长傅铮说。

基层队伍内生动力增强
司法公信力提升

“海南检察机关切实承担起司法
体制改革的试点功能，勇当改革创新
的‘试验田’。”贾志鸿表示，海南省检

察机关将着力不断破除体制机制障
碍，在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勇于探索、
创造经验。

三亚市城郊检察院检察官吴树青
说：“我现在不当‘官’了，是改革把我
从以前事务性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走
专业序列。”

记者采访了解到，基层检察队伍
内生动力明显增强。司改后，每个业
务部门都整合了多项检察职能，检察
官和检察辅助人员在同一个部门中就
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岗位锻炼，有助于
增强综合能力，促进检察队伍整体素
质能力的提升；同时，司法公信力也不
断提高。

解放军全国人大代表王兆宇评
价：“海南检察机关通过司改，建立了
以检察官为核心的新型办案组，检察
官办案主体地位更加突出，明确了权
力清单，完善了监督机制，值得各地学
习和借鉴。”

（本报海口2月7日讯）

勇当司法改革创新试验田
——海南基层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成效明显

■ 本报记者 良子

“我是某领导，明天上午到我办
公室找我。”如果你接到这样一个陌
生电话，而对“领导”身份又不进行核
实，并按对方说的做，那你很可能会
被骗。据统计，今年1月份，我省发
生38起冒充领导或熟人诈骗案，涉
案金额共74万元。据悉，此类诈骗
案占全省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60%。

“领导”来电实为诈骗

1月5日上午10时许，三亚58岁
的陈先生接到一自称是某部队领导
的电话，因陈先生确实认识一位部队
的领导，陈先生以为是这个领导打来

的电话，“领导”让陈先生的环保科技
公司帮忙购买一批救灾设备，并推荐
了供应商。1月6日，陈先生与对方
指定供应商联系确定要购买两批物
资后，于当天12时及13时，陈先生按
对方要求分别向对方银行账户汇款
95680元及16万元，汇款结束后，对
方又要求再次汇款时，陈先生才发觉
自己被骗了。

撒网式升级为“精准式”

一个月时间，我省竟有38起被
骗子冒充领导及熟人诈骗。这些受
害人为什么会上当呢？

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类诈骗手法的案件主要

是犯罪分子掌握受害人的个人信息，
具有一定的迷惑性。通常犯罪分子
直呼受害人的真实姓名，让受害人明
天来他办公室一趟，会按照受害人的
揣测，顺水推舟，再以各种名目进行
诈骗。

该负责人表示，犯罪分子已经由
过去集中向某个号段逐个打电话撒
网式诈骗发展到购买公民个人信息
来实施“精准”诈骗，受害人的信息精
准到姓名、工作单位及家庭住址。

（本报海口2月7日讯）

节后上班擅自离岗

临高农机中心3人
被通报批评

本报临城 2月 7日电 （记者刘
操 通讯员王泽亮）记者今天从海南廉
政网获悉，临高县纪委今天下发《通
报》，对临高县农机中心3名工作人员
在春节长假后上班擅自离岗进行全县
通报批评。

《通报》指出，2月3日，临高县纪
委监察局组织3个督查组，对全县各
镇、各单位节后上班情况进行督查，发
现临高县农机中心服务大厅大门关
闭，林鸿业、谢国辉、严春媚等3名工
作人员不在岗。针对此情况，为加强
和改进干部作风建设，严肃工作纪律，
临高县纪委下发《通报》，对临高县农
机中心3名工作人员在上班时间擅自
离岗进行全县通报批评。

儋州深圳警方联手
打掉一诈骗团伙
6名电信诈骗嫌疑人落网

本报那大2月7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
员廖伟生）今天，儋州警方将6名电信诈骗犯罪
嫌疑人及扣押物品，移交给广东省深圳市公安
局龙岗分局处理。

2月4日，儋州特警抓捕组接到深圳市公安
局龙岗分局通报，一个活动在儋州地区，以孙某
刚为首的网络诈骗犯罪团伙频繁作案，深圳曾
有市民被骗。接到这一案情通报后，儋州特警
抓捕组与深圳警方开展案情研判，并研究部署
抓捕方案，对几个可疑重点目标及嫌疑人活动
场所，安排人员蹲守侦查。

2月6日，根据前期侦查获取的相关线索，
儋州特警抓捕组与深圳警方乔装打扮后，分成
两个抓捕小组赶往目标地点。当天15时许，便
衣警察在那大幸福街路段、那大头谭村路口一
汽车修理店内，将孙某刚等6名涉嫌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嫌疑人抓获。警方当场扣押手机7
部、电动车两辆及银行卡一批。

三亚旅游警察端掉
一非法潜水点
5名非法从业者被拘留10日

本报三亚2月7日电（记者孙婧）春节假
期后，三亚的旅游旺季整治和服务工作仍在继
续。日前，三亚旅游警察在对涉旅违法行为明
察暗访过程中，查获了位于三亚亚龙湾珊瑚礁
国家保护区内一处非法潜水点，抓获5名违法
行为人，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2月4日15时，三亚市公安局旅游警察支
队联合三亚市吉阳区文体局、旅游质监局、海洋
局、工商局，以及三亚市文体局等多个部门，对
亚龙湾青梅河口海域非法潜水活动开展专项打
击。在该海域三亚珊瑚礁国家自然保护区内，
联合执法人员当场查获长期从事非法潜水活动
的王某、王某三、梁某、吴某云、陈某文等5人，
并依法扣押一批潜水设备。

据悉，王某等5人受利益驱使，长期、多次
组织游客在珊瑚礁保护区从事非法潜水活动，
屡禁不绝。

目前，王某等5人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
日处罚。

1月份，我省共发生38起冒充领导或熟人诈骗案，涉案金额达74万元

警惕“熟人”诈骗 小心电话里的“领导”

如果在“领导”面前实
在拉不下面子，可以虚设
身份反试探，故意说出一
个根本不存在的领导姓
氏，试探对方究竟是不是
熟人，看对方的反应，如果
对方说是，那就证明对方
是骗人的

陌生人来电说自己
的电话已经更改了，这
个时候需要去进行声音
比对，如果声音相似，也
不要完全相信其身份，
要再拨打以前的电话号
码确认一下是不是同一
个人

接到“领
导”电话时，要
求他说出自己
的姓名，以及
和自己之间的
关系，如果说
不出来，就立
刻挂断电话

三招拆穿假领导

1 2 3

◀上接A01版
“绿色项目”唱主角，正在成为以政府为主

导、以企业为主体的项目建设共识。
从党政层面而言，儋州大力促进生态环保

产业发展。在木棠工业园区，孵化建设生态环
保产业，包括生态环保产业的装备制造，新型
能源的设备制造，生态环保产业材料的处理和
加工。注重绿色发展的儋州决策层，颇具前瞻
性眼光。在洋浦大桥儋州一侧附近地段，起先
打算扩建修造船项目，但儋州市委、市政府考
虑到环保等因素，决定实施滨海新区大桥公园
项目。

从企业层面而言，落户儋州的不少企业
也高度重视产业的绿色发展。儋州华盛天涯
水泥有限公司节能减排升级改造项目，2013
年至2017年计划总投资2.02亿元，2013年至
2015年已完成投资1.52亿元，2016年完成投
资1000万元。目前，1、2、3#三台包装机移动
收尘系统均已技改安装，并验收完毕。该公
司总经理应建新动情地说：“企业抓好技改，
是为了实现绿色发展，不然子孙后代会骂我
们的！”

民生取向
项目建设惠及百姓

“修建学校是积德的大好事，我们比给自己
建房子还尽心尽力！”在那大镇茶山学校工程项
目工地上，儋州籍工人李献麟告诉记者。

目前，茶山学校工程已经完成。儋州市教
育局有关负责人说，既加强农村学校硬件建设，
又推动城乡师资等教育资源共享，使乡村孩子
享受到跟城里人一样的教育。

除了教育设施项目，儋州还加大各种民生
项目投入力度。

在社会公益方面，儋州保障性住房项目继
续领跑全省，2016年完成投资5.6亿元，年度投
资率高达374.9%，高居儋州90个项目投资率
榜首；

在环境保护方面，儋州西北片区生活
垃圾收集转运设施项目，2016 年完成投资
1亿余元，年度投资率 100.5%，有效改善人
居环境；

儋州扶贫攻坚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2016
年完成投资1.15亿元，年度投资率100%，帮扶
3654户1.7万贫困人口脱贫，完成省下达年度
计划的101.1%。

2017年，继续“引进大企业，实施大项目”
的儋州，发展态势看好。儋州市市长朱洪武说，
将围绕旅游、互联网、医疗健康、医药产业、现代
物流、高新技术等12大产业和重点基础设施招
商引资，助推儋州加快建成带动周边、辐射西部
的区域中心城市。

（本报那大2月7日电）

持续发展增后劲
民生画卷添活力

2月5日，在海口南北水果市场，人们正在购买水果。据悉，春节前后，全省水果需求量增加，春节期间水果日交易量曾一度达到4000吨以上。
南北水果市场不忘把住“安全关”，食药监部门在现场设立食品安全驻场检测点，实现全天候驻场检测及监控，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把好水果安全关

本报海口2月 7日讯 （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田和新）
记者今天从省禁毒委获悉，全省禁毒
三年大会战明确提出在2017年4月
底，全面收治全省登记在册2700名
病残吸毒人员。自2016年11月8日
大会战开展以来，我省在收治场所、
医疗条件、监管力量都十分紧缺和困
难的条件下，想方设法克服困难，扎
实深入推进病残吸毒人员收治工作。

截至目前，全省通过新建、扩建
和改建建成病残吸毒人员收治场所
16个，已累计收治病残吸毒人员867
名，完成2700名收戒收治总任务的
32.11%。陵水黎族自治县已率先全
部完成56名病残吸毒人员的收治工
作。三亚、五指山、白沙、洋浦等市县
区病残吸毒人员收治工作任务已完
成50%以上。

据介绍，省禁毒委大力强化统筹
协调推动作用，调集方方面面力量协
同作战，强力推进场所建设，实现收治

场所“遍地开花”。海口市公安监管医
院设置结核、呼吸道传染性、血液传染
性等特殊病房和重症监护室，设立96
张床位，配备医生47名，护士31名，民
警16名，协警30名，截至目前，已累计
收治病残吸毒人员400人次。儋州市
公安监管医院建立收治床位36张，配
备医护人员18名，并增设美沙酮治疗
延伸点，已累计收治病残吸毒人员111
人次。乐东、万宁、三亚、澄迈、东方等
市县强制隔离戒毒所和省强制隔离戒
毒所、公安厅外来人员强制隔离戒毒

所、强制医疗所、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
所等监所也主动进行改建，辟出专门
区域增加监管人员，全力收治病残吸
毒人员，尤其是艾滋病、肺结核、肝炎
等严重传染性疾病及精神疾病人员，
做到“应收尽收”，不留死角。

司法行政部门积极改建扩建戒
毒场所，主动开展病残收治工作。全
部进行改扩建，划出专区，收治艾滋
病、肺结核、肝炎等严重传染性疾病
人员。目前已收治公安监所转送的
病残吸毒人员742名。

推进场所建设，做到应收尽收，不留死角

我省4月底前将收治2700名病残吸毒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