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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灯光不足检方公益诉讼“出手” 五指山市教育局行动了

投 600 万让中小学教室“亮”起来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2 月 17 日讯（记者 陈栋）12 月 17 日上
午，五指山市人民检察院召开公益诉讼
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 2019 年至 2020
年五指山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工
作开展的情况，并介绍了灯源不达标公
益诉讼监督案、人防费追缴公益诉讼监
督案以及琼崖公学遗址公益保护案等 6
个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据了解，2019 年至今，五指山市人
民检察院共排查公益诉讼线索 87 件，立
案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65 件，发出磋
商意见书 11 份，发出诉前检察建议书
51 份。督促复垦土地 17 亩，收回人防
工程易地建设费 18 万，督促清除处理违
法堆放的各类生活垃圾 37 吨，督促关停
和整治违法养殖场 1 个，督促拆除违法
建筑别墅群 38 栋、违法建筑物 800 平方
米。

教室灯源不达标 公益诉讼“督改”
五指山市人民检察院在开展“法治

进校园”活动过程中发现，授课教室灯
光不足，五指山检察院邀请第三方随机
抽检了五指山市第三小学、毛阳中心学
校、番阳中心学校的教室照明设备。
经检测，五指山市第三小学部分教
室和毛阳中心学校、番阳中心学校所有
教室课桌面的平均灯光数值低于国家中
小学教室课桌面的灯光标准 300LX，且
三所小学所有教室都没有安装黑板灯，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们的视力健康，
而五指山市教育局未依法履行职责对上
述三家小学的教室灯光和安装标准进行
检查，致使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侵害。
五指山检察院发现该案线索后立即
立案审查,向五指山市教育局发出诉前检
察建议，要求五指山市教育局依法履行
监督管理职责，对辖区所有中小学教室
的采光和照明设备进行检测；依照检测
结果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确保中小
学校教室的采光和照明卫生达标。
五指山市教育局采纳了五指山市检
察院的检察建议，委托专业机构对五指

山市中学、五指山市第三小学等 13 所中
小学校 576 间教室、宿舍、功能室等的
灯源进行检测并出具了整改报告。
目前，五指山市教育局已按照整改
建议拨付 600 万余元预算，用于五指山
市中小学教室灯源改造及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

琼崖公学旧址脏乱 公益诉讼改正
2020 年 6 月 8 日，五指山市人民检
察院干警在走访过程中，发现五指山市
番阳镇琼崖公学旧址内杂草丛生、白色
垃圾随处可见、墙上宣传资料和照片发
黄和脱落、遗址纪念碑文模糊不清、甚
至还有旗帜随意丢在杂草中的现象，在
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历史文化遗址。琼崖
公学遗址的管理人员没有起到应有的管
理保护职责，使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
侵害。
2020 年 6 月 11 日，五指山市人民检
察院对此进行立案。2020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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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三亚市公安局月川派出所副所长工作

林志辉：攥指成拳 打击盗抢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2 月 17 日讯（记者 利声富 文/图）“追
击、逼迫、控制……”双方车辆几度撞
击，险象横生，在街道上演现实版的
“生死时速”，并成功制服嫌疑人。哪
天，如果你走在三亚街头，看到这一
幕，很可能不是在拍电影，而是三亚市
公安局吉阳分局月川派出所副所长林志
辉“破小案，解决群众大问题”日常工
作中再普通不过的镜头之一。
无论是当“双打”行动队队长，还
是负责月川派出所副所长工作，林志辉
总是身先士卒。多年的警察生涯使得他
身上有一种特有的警察气质：果断、硬
朗、敢打敢拼。一组数字可看出林志辉
这个“拼命三郎”到底有多拼：仅一年
时间，破获各类盗窃案件 268 起，抓获
违法犯罪嫌疑人 161 人，追回被盗摩托
车、电动车 116 辆等其他赃物一批。

敢打敢拼 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今年 6 月 10 日凌晨，群众报警，一
辆价值 4000 多元的电动在三亚市河东
路某酒店门口前停车场被盗。刚出警回
来的林志辉二话不说站起来就走。
“队长，你和几名队员刚回来不
久，就眯一会儿吧，我和其他民警去就
行了。
”符奋对双眼通红的林志辉说。
“走了，废话那么多……”话还没
说完，林志辉已经走出派出所门外。经
仔细梳理线索和逐路逐巷走访排查后，
终于发现可疑男子盗走电动车后停放的
位置。此时已是凌晨 4 时，林志辉带领

队员悄无声息地蹲守，但犯罪嫌疑人始
终未来取车。经过连续 3 天的作战，终
于在 6 月 13 日中午抓获嫌疑人王某。
破“小”案，解决群众大问题。当
“双打”行动队长以来，林志辉带领的
队伍成绩显著，战果累累。短短一年时
间，共破获“两抢”案件 2 起、入室盗
窃 案 31 起 、 破 获 其 他 盗 窃 案 件 235
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161 人，追回
被盗电动车、摩托车 116 辆。
“林志辉以前在河东派出所当行动
队长，河东派出所破案率一直排在首
位，他来月川派出所分管该项工作后，
月川派出所的排名超过河东派出所。”
说起这位得力干将，月川派出所所长邢
孔奖很是“骄傲”
。

锲而不舍 抓住作案 109 起盗贼
“他办案有‘一股不到黄河心不
死’的倔犟劲，不抓住犯罪分子他就绝
不罢休。
”邢孔奖评价林志辉。
1 月 29 日，一名惯偷出现在商品街
一带骑车拉客，他持刀拒捕逃跑。4 月
30 日凌晨，嫌疑人又出来拉客、寻找
作案机会。行动队员将其撞倒，嫌疑人
拿出一把长刀挥舞，并利用背街小巷再
次逃脱。
“决不能再次让他逃脱!”林志辉暗
下决心。7 月 23 日晚，林志辉安排队员
假扮情侣悄悄靠近,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短短 9 个月，他作案 109 起，最
多时一天作案五六起。”林志辉说，此

该院向五指山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发出检察建议：一是要求五指山市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
责，加强对琼崖公学遗址的管理，及时
清除该遗址内的杂草、白色垃圾，修复
发黄和脱落在墙上宣传资料及照片，重
新上色遗址纪念碑碑文；二是要求五指
山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举一反三，
排查全市文物遗址脏乱差现象，及时安
排人员进行管理和修缮、保养。
2020 年 8 月 20 日，五指山市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局复函，采纳了五指山市
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建议，对番阳琼崖公
学旧址开展了相关整改，及时清除该遗
址内的杂草、白色垃圾、修复发黄和脱
落在墙上宣传资料及照片、重新上色遗
址纪念碑碑文，下一步还会将旧址内草
坪进行绿化。检方回访发现，上述违法
情形确已整改到位，违法事实不复存
在，社会公共利益得到了有效保护，根
据 《行政诉讼法》 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的
规定，依法终结审查。

受贿 4000 余万元
裴成敏受贿案开庭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
市报 12 月 17 日讯（记者 陈栋 通讯
员 马润娇 杨斌）12 月 17 日，海南
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
审理了海南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
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正厅级）裴成敏
受贿一案。
省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
2007 年至 2019 年，被告人裴成敏
利用担任文昌市委书记职务便利，
为李某毅、付某涛等 8 人在工程项
目承揽、建设用地规划指标调整、
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和
约定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
4000 余万元。
庭审中控辩双方发表了意见，
裴成敏当庭表示认罪认罚并悔罪，
同时表示劝说家属积极退赃。

乐东原县委常委、县公安局
原党委书记、局长林飞

涉嫌受贿被公诉
三亚月川派出所副所长林志辉荣立
“个人三等功”3 次，获个人嘉奖 6 次，系
“全省收戒吸毒人员专项行动先进个人”
次行动追回被盗电动车 4 辆、被盗电池
13 套、取缔销赃窝点 3 个、查获并扣押
来历不明摩托车和电动车 93 辆。
在月川警保联控工作铺开后，林志
辉协调成立 3 个警保中队，警保人员达
到 156 人,协助抓获违法犯罪人多名，
案发率同比下降 86%。
有人说，坚守平凡就是最无私的情
怀，林志辉就是这样的人。无论是在河
东派出所当“双打”行动队长，还是负
责月川派出所副所长工作，辖区内随时
可看到他的身影。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
市报 12 月 17 日讯（记者 陈栋）日
前，乐东黎族自治县原县委常委、
县公安局原党委书记、局长林飞
（正处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由海南
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向海南省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
告知了被告人林飞享有的诉讼权
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林飞，听取
了其辩护人的意见。海南省人民检
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被告人林飞利
用其担任乐东黎族自治县委常委、
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的职务便
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
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
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