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0

-./0

$

1

%

23

!记者!" #

$ 通讯员%&' ()

"$%&&年我省
法院审理#醉驾$案件'$宗%有效维护
交通安全& 今天记者用一组数据对
$%&&年我省法院工作中的亮点进行一
一盘点&

! '()"

1234567

'()

#

89:;<=><

去年以来% 全省各级法院积极转
变观念% 制定并落实服务群众各项措
施%审判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 去年%

共受理各类案件(万余件!未含涉诉信
访案件"%受案数不断攀升%但结案率
高达)(*%$$家基层法院中仅+家结案
率未超过),*& 全省法院执行标的到

位率提高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文昌'琼海'澄迈'五指山'临高'昌江'

白沙等-家法院获#$%+%年度无执行积
案先进法院(称号%执行工作良性循环
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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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

件%同比上升++.%/*%针对近年来暴力
型' 财产性犯罪和流动人员犯罪居高
不下%团伙犯罪'青少年犯罪和无业人
员犯罪突出% 经济犯罪案件以及涉毒
案件所占比例趋高态势% 我省法院依
法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杀人'爆

炸'故意伤害')两抢一盗(及黑恶势力
犯罪%审结上述类型案件$,)'件& 判处
各类犯罪分子00'-人% 有力地维护了
社会治安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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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法院按照最高法院不审理
危险驾驶罪案件指导精神%经与省
检察院' 省公安厅沟通征求意见%

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了醉驾入刑的++

种情形 %并印发了 -个 #醉驾 (案例
指导全省法院对该类案件的审判%

全年共指导基层法院审理 #醉驾(

案件'$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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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法院积极适应国际旅游到建
设' 国家宏观调控背景下房地产市场
领域多发性纠纷% 楼市价格走向导致
房屋买卖违约纠纷增多等情况% 及时
制定 *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
案件的指导意见!试行"+%去年全省法
院共审结房地产纠纷案件$(%$件%同
比上升,./'*%标的额+,.,+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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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 我省法院全力维护海

南金融秩序% 继续推进依法清收农信
社贷款纠纷案件审理工作& 去年共审
结调处涉农信社不良贷款案件$0-,

件% 继前两年收回现金/.((亿元后%又
收回现金+./)亿元%支持和巩固了省委
省政府重建农村信用体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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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大司法公开% 提高司法透明
度% 全省法院依法上网公布生效裁判
文书++--+份%占应上网公布裁判文书
总数的--*&对特困当事人实施司法救
助,+,.(万元% 对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当
事人减'免诉讼费+)0.$,万元%切实保
障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打得起官司&

-./0

$

1

%

23

!记者
!"通讯员*+ #,-

"+月)

日上午% 驻琼军警部队文明大
行动动员大会在省军区大礼堂
召开& 来自省军区部队及驻琼
南航部队'武警总队'南海舰队
某快艇支队'消防总队'边防总
队官兵共计+%$,人参加&

省委常委' 省军区政委刘
鼎新%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副
省长谭力在会上讲话& 省军区
司令员谭本宏% 省军区副司令
员杨永海'高扬%省军区副政委
白念法% 南航部队副司令员王
志清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省军
区政治部主任谢建良主持&

刘鼎新在会上指出%开展
文明大行动是贯彻落实十七
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
举措%是军警部队积极服务和
推动海南建设文明'和谐的国
际旅游岛的内在要求%是进一

步提高官兵文明素养'弘扬优
良传统和引领社会文明风尚
的迫切需要& 刘鼎新要求%驻
琼军警部队要坚持真抓实干%

切实以坚定的决心和自觉的
行动积极投身文明大行动%进
一步提升官兵素养%积极配合
地方搞好文明建设%切实树立
和维护文明形象& 通过开展文
明大行动%使军警部队成为展
示我军威武文明之师形象的
窗口%使广大官兵真正成为海
南文明建设的实践者'传播者
和捍卫者%以实际行动为提升
海南文明形象'推进国际旅游
岛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谭力指出%长期以来%驻琼
军警部队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
作了大量工作% 特别是在精神
文明建设和抗击严重自然灾害
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此次驻琼
军警部队召开文明大行动动员
大会% 充分展示了驻琼部队积

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号召%主动
参与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重
大决心和实际行动&他表示%希
望驻琼军警部队在文明大行动
中走在全社会前列, 希望驻琼
军警部队各级党委机关把文明
大行动列入部队思想政治建设
的重要内容, 希望驻琼军警部
队广大官兵人人支持参与文明
大行动, 希望驻琼军警干部在
文明大行动中创造出更多载体
和经验, 希望驻琼军警部队在
文明大行动中涌现出更多先进
模范% 为国际旅游岛注入文明
风尚& 他预祝文明大行动在驻
琼军警部队开花结果&

据不完全统计% 仅近几
年%部队参与共建的文明生态
村就有-%%多个% 有0%多个被
评为省级先进%并将共建拓展
到创建文明单位' 文明学校'

文明城镇等活动中%涌现出一
批先进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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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上午召
开的全省法院院长会议上%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肖若海要求% 全省法院要
高度重视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案件
的审理% 尤其是与民生紧密相关的教
育'住房'收入分配'劳动保障'医疗卫

生'消费等方面的案件纠纷审理%为人
民群众的安居乐业提供更加有力的司
法保障和法律服务&

肖若海要求%全省法院要认真研
究)三农(工作中出现的法律问题%

有效化解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农
产品买卖'农村土地承包等纠纷%保

护农民权益%促进农业发展%维护农
村稳定& 要在积极服务重大项目建
设的同时%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被
拆迁人合法权益% 审慎处理农村集
体土地征收' 城镇国有土地上房屋
拆迁案件&

肖若海还强调% 要大力开展司法

救助%依法缓'减'免弱势群体诉讼费%

使当事人在司法维权过程中的经济困
难得到适当的法律救济& 要高度重视
司法廉洁%强化监督制约%继续层层签
订廉政责任书% 从源头上防止权力滥
用和腐败现象% 加大对违法乱纪行为
的查处惩戒力度% 确保廉洁办案和公

正司法方针的落实&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海波'省
政府副省长符跃兰出席会议& 会上省
高院院长董治良对$%++年全省法院工
作进行总结并就新一年工作进行部
署& 此次会议还表彰了高院机关$%++

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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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
刘为民)日表示% 美国国防部
日前发表的新军事战略报告
中针对中国的指责毫无根据%

不可能取信于人&

刘为民在当日举行的例
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的战
略意图是明确的'公开的'透
明的&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
平发展道路% 奉行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的
国防政策&

)我们的国防现代化建设
服务于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客
观需要% 是维护地区和平稳
定的积极因素% 不对任何国
家构成威胁& (他说%这份文
件中针对中国的指责毫无根
据%不可能取信于人& 中方将
深入研究这份文件的内容&

刘为民表示% 保持亚太和

平'稳定'繁荣是本地区各国的
共同利益所在&)我们希望美方
多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

美国国防部日前发表报
告称%中国崛起可能影响美国
经济和安全%并称中国'伊朗
等国)继续寻求旨在制衡美国
军事投送能力的非对称手
段(%要求中国澄清战略意图%

并强调美军将加大在亚太地
区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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