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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我们在行动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田和新
冼才华）记者今天从省公安厅禁毒总
队获悉，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
以来，大力开展禁毒“严打”工程，连
续破获一批毒品大要案件，取得了
禁毒三年大会战的开门红，连续破
获第16起、第17起公安部毒品目标
案件，狠狠打击了毒品犯罪分子的
嚣张气焰。

涉及琼粤：
拔掉长期隐藏的毒瘤

11月18日，在省公安厅禁毒总队
的指导下，琼海市公安局等相关单位
密切配合，成功破获2016-845部督
毒品目标案件，打掉一个从广东向海
南运输、贩卖毒品的团伙，抓获陈某文
等团伙成员共12人，缴获17包毒品

疑似物，共计4938.97 克，收缴毒资
104537.5元，扣押嫌疑车辆4台，查获
发令枪1支。摧毁了一个涉及琼、粤
两省的特大跨区域贩毒网络，拔掉了
一个长期隐藏在海口、琼海、文昌等地
的毒瘤。

另外，11月21日凌晨，在省公安
厅调度和指挥下，海口市公安局禁毒
支队、边防支队联合广州铁路公安局、
广东省湛江市公安局，经过4个月的
艰苦经营，成功破获一起公安部毒品
目标案件。截至发稿时，联合专案组
在海南海口、广东湛江两地共抓获犯

罪嫌疑人8名，缴获海洛因1.1公斤。

海口：
捣毁毒品加工窝点

11月 17日晚，海口市公安局刑
警支队根据工作中发现涉毒线索“有
人在海口市龙华区友谊路富某公馆
9×4房开设毒品加工窝点”，立即派
出警力，迅速在该处捣毁一个毒品加
工制造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符某天
（男，28岁，海南文昌人），当场缴获毒
品“开心果”约8克、摇头丸约12克、

“开心粉”约9克，以及粉碎机、钵子、
勺子等加工制造毒品工具若干。

三亚：
破获省级毒品案

11月 20日，三亚市公安局禁毒
支队在有关部门配合下，经过近一年
时间的侦查，成功破获了一起省级毒
品目标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缴
获毒品海洛因一块（净重350克），扣
押涉案小轿车一辆。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海南警方连续破获公安部第16起、第17起部督毒品大案

涉琼粤特大跨区域贩毒网络被摧毁

本报营根11月24日电（记者郭
畅 通讯员黄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黎母山镇大朗村男童罗锦宏失踪
已经6天。今天上午，琼中警方在距
离失踪男童家一公里左右的水利沟
旁的稻田中发现一具孩子尸体。琼
中警方表示，尸体是否是失踪儿童罗
锦宏还有待确认，有关调查工作正在
进一步开展中。

死亡孩子
身上没有穿衣服

据目击者描述，死亡孩子面部朝
下，身上并没有穿衣服。

记者第一时间赶到大朗村了解
情况，发现尸体的区域已被警方戒

严，禁止任何人进入。
在警戒线外，聚集着很多大朗村

村民和附近村庄的热心村民。一位
邻村村民王女士告诉记者，戒严的区
域也属于大朗村境内，距离孩子丢失
的地方只有几公里，这几天办案民警
和村民在这片区域反复搜寻了多次，
并没有发现孩子的踪迹。

小锦宏父母辨认尸体后
失声痛哭

“如果是小锦宏，他怎么会全身
赤裸出现在离家不远的稻田里，如果
不是，附近也没有听说再次丢小孩的
消息。”尸体被发现后，大朗村一村民
说出了大家的疑惑。

下午4时，记者在失踪男童罗锦
宏的家门口见到他的外公，外公是大
朗村的村委会主任，之前几天一直在

外地开会，19日小锦宏失踪的事情发
生后，家人怕他伤心一直善意隐瞒这
一消息，直到今天得知发现疑似男童
的尸体，家人才通知他赶紧回家，“我
上午赶回来，并没有见到疑似尸体，
不能确实是不是我的外孙，现在警方
已经封锁了事发区域，我们只能等待
警方回应，心里既迫切地想知道，又
有些害怕。”罗锦宏的外公说。

而失踪男童罗锦宏的父母因为
情绪失控，加之连日来四处寻找孩子
已经身心俱惫，一直在房间内静静地
坐着，孩子母亲因为过度伤心，身体
已经出现不适，正在打点滴补充体力
和能量。

晚上 6时，当天色渐渐暗下来
时，琼中警方通知小锦宏的父母到当
地农场医院殡仪馆辨认尸体，其父母
从殡仪馆出来后失声痛哭，被家人搀
扶前行，不愿接受记者采访。小锦宏

的一位亲人情绪低落地告诉记者：
“孩子不在了。”

已安排技术检验人员
进行技术鉴定

截至记者发稿时，琼中公安部
门还未对今天“男童尸体是否是罗
锦宏”给出确切回复，但称已安排公
安部门技术检验人员对尸体进行技
术鉴定，目前，警方已封锁事发现
场，正在排查线索，对该名男童的
身份及死亡原因进行调查，因涉及
办案，更多细节不便透露。

据了解，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此
案，省公安厅第一时间抽调相关警种
组成专门工作组赶赴琼中，组织公安
民警、当地干部群众并调集省厅和周
边市县13条警犬昼夜冒雨开展地毯
式搜寻。

小锦宏家附近稻田发现一男童尸体
其父母去殡仪馆辨认后失声痛哭，琼中警方正全力排查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
员蔡佳栩）今天，记者从海南廉政网获悉，海口
市纪委今年以来探索治理基层“微腐败”新路
径，1月到10月，全市共查处基层“微腐败”问
题40起109人。

据悉，今年以来，海口市纪委以电视直播问
政节目为平台，开创“群众监督+媒体监督+纪
委督办问责”平台，持续问政基层“微腐败”问
题。先后以“剑指基层微腐败”、“谁在漠视群众
利益”、“推拖的背后”、“失守的关口”、“村民自
治还是村官自治”为题，从群众举报或媒体暗访
发现的基层党员干部违规违纪问题入手，重点
围绕农村集体“三资”惠民资金等老百姓最为关
心的问题，解剖典型案例，梳理基层权力运作中
存在的问题。今年5期节目共曝光基层“微腐
败”问题18起，问责79人、14个单位，纪律审查
18人，移交司法机关1人。

此外，海口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深化
“三转”，践行监督执纪问责“四种形态”，集中查
处违反“四议三公开”基层党员干部，并倒追地
方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履职不到位责任。今年
1到10月，全市共查处基层“微腐败”问题40起
109人，谈话提醒100多人次，一案双查13起
21人，通报曝光28起基层“微腐败”典型案例。

1月到10月

海口查处基层
“微腐败”问题40起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
员黄玉婷）今天，记者从海南廉政网获悉，近
日，海口市龙华区纪委对截留农村改厕补贴
款的龙泉镇元平村委会副主任王信侯给予党
纪处分。

据了解，王信侯在担任元平村委会副主任
期间，利用其分管农村改厕工作的职务便利，截
留部分龙泉镇拨给元平村委会的农村改厕补贴
款，用于偿还个人债务，致使13户村民补贴款
未及时发放，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事后，王信侯
陆续自行筹款向村民发放补贴。目前，13户村
民补贴款已全部发放完毕。依据《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经区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
予王信侯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截留农村改厕补贴款

海口一村委会副主任
被处分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马
珂）记者今天从省卫计委获悉，因为商
业贿赂某医院院长，两家公司被省卫计
委列入“非诚信交易黑名单”。

根据五指山市人民法院刑事判
决书认定，海南旭日峰医疗设备有
限公司、海南宝利合科技有限公司
等两家公司为感谢海南省第二人
民医院原院长饶惠民长期对公司
在医疗器械和耗材采购业务上给
予的关照，并能尽快返还医疗器械
和耗材回款，维持供货量，先后送
给饶惠民共计人民币 21.5 万元的
行为，构成了商业贿赂行为的违法
事实。

依据有关规定，省卫计委决定取
消上述两家企业在我省所有药品、医
疗器械、医用耗材的供货、配送购销
合同，并在两年内不允许上述两家企
业及其法定代理人参与我省所有药
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的采购、配送
工作。

给医院院长返回扣

两公司被列入
非诚信交易黑名单

新闻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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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调解：化解矛盾增进社会和谐

一年来，全市大力推进各类矛盾纠
纷“大调解”16项运行机制改革创新，相
继建立了交通事故人民调解、旅游纠纷
快速反应调解、情节较轻治安案件委托
人民调解、诉前委托人民调解等行业性
专业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

龙华区法院交通法庭受理交通事故
纠纷4399宗，结案4216宗，其中诉前调
解3562宗。琼山区人事劳动争议仲裁
院受理纠纷近200宗，结案率90%。市
信访局引入“两代表一委员”、律师、新闻
媒体等第三方力量，形成多元化调解格
局。龙华区滨海新村充分发挥社区老党
员、老干部、律师、退休干部参与社区矛
盾纠纷化解。美兰区建立集维稳、信访、
法律援助“三位一体”大调解平台。

该市坚持问题导向，相继建立了化
解社会风险的“七个机制”，落实社会风
险评估的“五个责任”。如，坚持从法律、
政策制度入手，坚持依法治理，取得明显
成效，进京非访人次持续保持在低位。
今年各类矛盾纠纷排查调处100%，调处
成功率98.5%。

织天网：打防结合推进平安海口

该市强化顶层设计，出台了《关于加
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着力打造社会面治安防控网、重点行业
治安防控网、镇街和村居治安防控网、机
关企事业单位内部防控网、信息网络防
控网等社会治安“五个防控网”，并建立
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四大运行机
制”。

积极推进“天网”二期项目建设，拟
增加社会面治安监控探头15000个和整
合社区巷道、单位内部、小区内部等监控
探头60000多个，逐步实现“公共场所全
覆盖、监控范围无死角、电子防控联成
网、防控打击有实效”目标。

在全市推进以出租屋门禁系统、社

区治安视频监控系统、社区警务建设“三
项任务”为重点，以科技手段为支撑，点、
线、面防控相结合的新型社区治安防控
体系建设。全市已投入2000多万元，共
在2873栋出租屋安装了门禁系统，列入
门禁系统服务管理的流动人口有2.9万
户11万人，社区巷道视频监控系统建设
覆盖率达81%，社区警务室覆盖率达到
67%。

全市各级公安机关深入开展“两抢
一盗”、打黑除恶、缉枪治爆、铁腕禁赌、

“命案必破”等专项整治活动。1-10月，
全市治安警情同比下降5.64%，破获各
类刑事案件同比上升10.62%，发生命案
同比下降28.6%，命案破案率100%。

深入开展“飓风”、“雷鸣”、“净土”
禁毒专项行动，成功破获多起公安部、
省公安厅毒品目标大案，摧毁多个网
络犯罪团伙。今年全市共破获毒品刑
事案件818起（其中公安部部督目标案
件 7 起 61 人），抓获犯罪嫌疑人 931
人，捣毁犯罪团伙13个 66人，缴获各
类毒品 112 公斤，查获吸毒人员 3562
人。

在全市开展了为期6个月的专项整
治行动，进一步净化校园周边安全环境；
加大重大节日，重要活动等期间的铁路
护路联防安全专项工作排查整治；强化
危爆物品寄递物流安全监督管理和整
治，对安装配备安检机的企业实行财政
补贴政策，积极推动寄递物品100%先验
视、后封箱，寄递物流活动100%实名制，
邮件、快件100%通过X光机安检制度落
实。全市已配备设备快递企业24家，配
置率65%。

坚持把基层平安创建与生态文明村
居建设结合起来，把“综治干部下基层、
服务管理创平安”活动与镇街村居平安
建设相结合，以“平安家庭”创建为基础，
努力推进各类平安创建活动全面发展。
各区以平安创建为载体，推行龙华区新
坡镇创建乡贤文化模式。加强物业小区
治安管理，将老旧小区治安基础防范设
施建设纳入为民办实事工程，深入开展

无物业管理、无门卫、无自治组织等“三
无院落”整治，消除治安死角。

全市各类平安创建活动达标率85%
以上。全市共创建平安家庭52万户，覆
盖面达80%以上；平安社区（村庄）415
个，覆盖面达90%以上；平安镇（街）43
个，覆盖面达100%；平安学校420个，覆
盖面达90%以上；平安小区1266个，覆
盖面达80%以上。

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治安“五级
联防”建设，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治安联防
队伍集中教育整顿。充分发挥党员、团
员、干部、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组织开
展由社区村组干部、治安志愿者、治安积
极分子、退休人员等组成的社区、村庄义
务巡逻，全市各类群防群治队伍1000多
支、40000多人。

建网格：服务群众零距离

在推行 196个城市社区划分网格
1148个，配备了1400多名网格员的基
础上，制定了18项网格化服务管理制
度，构建了城市社区网格无缝隙、居民诉
求全响应、社会服务零距离、社会管理全
覆盖的工作格局。

依托12345市长热线，整合市、区、
街道、社区职能职责8055个，网格员服
务项目13个，形成以网格化管理为基
础、以信息化为支撑、以精细化服务管理
为目标的全方位、动态式、便捷高效的社
会治理新机制。

市综治委制定了《推行农村网格化
服务管理工作实施方案》，逐步实现网格
化服务管理在全市城乡全覆盖，构建“综
治工作进网格，平安建设在网格”的新格
局。

真关怀：多措并举管理创新

重新布局全市重点青少年群体服务
管理“五大帮教体系”，“七类重点青少
年”服务管理覆盖率达到80%以上。市
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中心、秀英区阳光服

务基地、法院系统少年法庭、检察院系统
观护站创新模式收到良好社会效果。

健全刑满释放人员、社区矫正人员、
吸毒人员、肇事肇祸人员、艾滋病患者等
五类特殊人群管理救治关怀帮扶政策体
系。特例增设市公安局禁毒警察支队易
制毒化学品管理大队和公安监管医院，
新增 15 个警察编制。市财政投入近
3000万元，完成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
市公安监管医院建设，有效解决困扰全
市多年的病残吸毒人员羁押收治难问
题，累计收戒吸毒人员1000多人，累计
收治病残吸毒人员200多人。认真做好
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大力推进戒毒康复
场所建设。全市接受美沙酮入组治疗的
共有950人，日常门诊量达675人次，累
计治疗3000多人次。

该市制定了《海口市落实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监护人“以奖代补”暂行办法》，
确定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168人，
落实“以奖代补”50多万元。

创新外籍人口服务管理模式，坚持
把管人和管房统筹起来强化房屋租赁
当事人、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
纪人在信息登记方面应履行的法律责
任。

坚持把诚信体系建设纳入全市
180000多个“两新组织”服务管理体系，
逐步推进综治工作进“两新组织”。

强科技：着力提升综治智能化

海口组织研发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信息“七大”系统和“十三大”应用模块，
基本实现市、区、镇街、村居四级综治信
息化互通互联，资源共享。全市采集录
入的信息数据达291万条，较好实现了
社会治理基础信息采集与日常服务管理
一体运作功效。为实现与中央、省综治
信息系统有效对接，对系统进行优化，推
动信息数据共享最大化。探索推行智慧
城市大数据平台建设和信息化技术应
用，逐步实现各级各类信息共享、应用

“一网通”。

按照实体化运作、信息化支撑、网格
化管理、组团化服务、实战化运行“五化”
模式，推进市、区、镇街、村居四级综治中
心建设，覆盖率已达60%。

龙华区以“双创”工作为契机，积极
主动推动综治中心建设，为全市加强综
治中心建设树立了典范。各级综治中心
较好发挥了统一受理、统一排查、统一研
判、统一分流、统一督办的社会服务管理
和社会治理功效，形成基层社会矛盾联
调、社会治安联防、重点工作联动、治安
突出问题联治、服务管理联抓、基层平安
联创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重宣传：春风化雨普法润无声

市委政法委联合市直政法各部门坚
持治市与德治相结合、法治教育和解决
群众身边法律问题相结合，依托海口电
视台《看法》栏目播出130期，全面提高
人民群众学法、守法、尊法。全市各级综
治组织积极开展运用传统文化优秀成分
提高公众道德素养，构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强化道德规范对公众行为的
指引作用。

进一步推进全市中小学校兼职法制
副校长队伍建设，提高广大师生遵纪守
法的观念。市司法局系统以“法律六进”
为载体，深入开展“法惠百姓服务万家 、

“‘双创’我参与﹒学法我受益”、“法治影
视进村居”等系列活动1000多场，投放
法治宣传栏、户外公益广告宣传36批
次，发放法治宣传资料100多万份，引导
广大市民崇法向善、循法而行成为工作、
生活的自觉行动。

充分发挥各级综治组织和社会团体
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平安建设主力军
和生力军的作用，集中开展了以“加强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创新”为主题的系
列宣传活动，大力宣传各级综治组织在
参与“双创”，推进综治工作和平安建设
的工作成效，进一步提高平安建设的公
众认知度，凝聚正能量。

（井岗 陈军 周水平 丁继刚）

坚持“双创”统筹社会治理 描绘壮美平安画卷
——海口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纪实

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机制，“大调解”系起干群之
间的“同心结”，让老百姓生
活更舒心。

构建严密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防控网”撑起群众身
边的“安全伞”，让老百姓生
活更放心。

打响“飓风”、“雷鸣”、“净
土”禁毒专项行动，“防毒网”
变成社会环境的“净化器”，让
老百姓生活更加安心。

翻开海口平安建设成绩
单，一个个鲜活的数字让人
备感欣慰：全市各类矛盾纠
纷排查调处100%，调处成
功率98.5%；列入门禁系统
服务管理的流动人口有2.9
万户11万余人；全市社区巷
道视频监控系统建设覆盖率
达到81%；全市共创建平安
家庭52万户；全市治安警情
同比下降5.64%，破获各类
刑 事 案 件 同 比 上 升
10.62%，发生命案同比下
降 28.6% ，命 案 破 案 率
100%。

支撑着这些数字的，是
海口市委市政府心系百姓平
安，以创建“平安海口”为抓
手，坚持“双创”与统筹社会
“四个治理”工作相结合，积
极推动社会治理理念、制度、
机制、方法创新，促进社会治
安明显好转，有力地维护了
社会大局稳定，保障了经济
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