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6月，澄迈县公安局在
工作中发现，海南澄迈一个贩毒团
伙频繁联系广西防城港上家梁某
某购买大量海洛因，以海口为据
点，以批发的方式分销至海口、澄
迈等地。

鉴于案情重大，接到澄迈县
公安局的报告后，省公安厅统筹
指挥澄迈县公安局、海警总队一
支队、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成
立专案组开展联合侦查。2016

年 8月 15日，公安部禁毒局将该
案列为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序
号为“2016-771”。

2017年 1月 10日，专案组获
悉广西上家梁某某已经在海口囤
积大量海洛因，准备进行销售。为
防止大量毒品流入社会造成危害，
经海南、广西公安机关共同研究，
决定进行收网，省公安厅组织指挥
澄迈县公安局、海警总队一支队、
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120名警

力在海口、澄迈各指定地点待命。
1月12日，专案组获悉澄迈下

家吴某某已经到达海口，准备与广
西上家梁某某进行交易。在抓获
运毒马仔李某并在其电动车上查
获3板海洛因后，全案收网行动打
响。截至目前，专案组在海口、澄
迈等地抓获老板、运毒马仔、下家
等犯罪嫌疑人8名，缴获海洛因55
板（约21公斤），毒资近100万元，
扣押运毒车辆3辆。

广西购入毒品分销海口澄迈
警方缴获海洛因21公斤，毒资近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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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16日讯（记者金
昌波 通讯员卢巨波）为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关于开展“全省禁毒三年大
会战”的决策部署，近一段时间来，海
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
法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成功抗诉改判
多起毒品案件，为打赢禁毒人民战争
发挥积极作用。

2016年 11月，我省在全省范围
内启动了禁毒三年大会战，实施严打、
严整、严堵、严收、严管、严教、严奖、严

责“八严”工程。禁毒大会战开展以
来，海南检察机关认真履行批捕、起
诉职能，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惩治毒
品犯罪，坚决杜绝在检察环节贻误
战机。省检察院公诉处在指导和直
接办理重大毒品案件的同时，对与
毒品犯罪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实
务问题，包括重大毒品案件量刑数
量标准、非法持有毒品与贩卖毒品
罪名的适用、混合型毒品名称的认
定、具有累犯情节罪犯限制减刑的

适用、以贩养吸定罪数量的认定、对
毒品案件适用差异化证据标准等问
题，不懈地通过专题调研、向最高检
相关部门请示报告以及通过抗诉、
提出检察建议、个案沟通、列席法院
审委会等形式，确保打击毒品犯罪
高压态势。

同时，省检察院两次召集分市院
公诉部门负责人研究重大毒品案件的
办案工作，要求各级检察院对毒品案
件坚持从严打击，该抗诉的案件坚决
抗诉。经抗诉，省高院2016年改判了
多起毒品案件，重大改判有1名死缓
改死刑立即执行，2名有期徒刑、无期

徒刑改死缓并限制减刑。
其中，罗某喜等贩毒抗诉案，一

审判决以罗某喜犯贩卖毒品罪，判
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王某坤犯非
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王某学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省检一分院以一审判
决对王某坤、王某学定性错误、量刑
不当提出抗诉，省检察院公诉处经审
查支持抗诉，并增加认定王某坤向罗
某喜购买50克甲基苯丙胺的事实、
王某学贩卖2克甲基苯丙胺给黄某
的事实。

二审法院采纳海南省检察院的抗

诉意见，在定性方面，将王某坤、王某
学二人的罪名由非法持有毒品罪改变
为贩卖毒品罪。在量刑方面，将王某
坤的毒品犯罪量刑由原审有期徒刑七
年，改判为有期徒刑十五年；王某学的
量刑由原审有期徒刑三年，改判为有
期徒刑七年。

在打击毒品犯罪过程中，我省各
级检察院主动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
法院的协助与配合，通过建立健全联
席会议制度和信息共享机制，及时通
报禁毒工作情况，特别是查办重特大
毒品案件情况，进一步加强了侦捕诉
协作。

关注海南检察工作亮点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 （记者
良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
炜森 田和新）在今天召开的全省
禁毒三年大会战首次新闻发布会
上，省禁毒办为举报毒品违法犯罪
活动有功的群众颁发奖金。

为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打击
毒品违法犯罪，全面推进禁毒三年
大会战，2016年12月5日，海南省
政府办公厅制定出台了《海南省打
击毒品违法犯罪奖励办法》。《办
法》实施二个月以来，省禁毒办共
受理群众举报涉毒相关线索近
1500条，是大会战开展之前同期的

12.5倍，并根据举报线索的查证情
况和案件性质、规模、缴获数量等，
依照《办法》对举报线索及积极组
织开展打击毒品违法犯罪行为的
186个先进单位、378名个人、1018
名举报群众进行奖励，目前累计兑
现奖励金311.8万元。其中，兑现
举报奖励金145.7万。

省禁毒办对破获部级、省级毒
品目标案件的海口市公安局等7个
专案组和提供重要线索的1名群众
给予共计60万元的重奖后，目前正
在呈请对第二批破获大要案件进
行奖励。

本报临城2月16日电（记者
良子 罗安明 通讯员张耀中 潘庆
彬 朱晨鹏）经过长达4个月的侦
查，2月13日，临高边防支队在省
公安厅、省边防总队及临高县公安
局的指导支持下，成功侦破一起利
用快艇从海上运输毒品的特大贩
毒案件，抓获涉案人员8名，缴获冰
毒、海洛因等各类毒品8.05公斤。

2016年11月，临高边防支队
获得一条重要线索，一名叫王某某
的临高籍男子利用快艇从广东运
输毒品至临高马袅、澄迈桥头、海
口新港等地，然后在海南分销。经
调查研判，发现王某某背后隐藏着
一个跨省贩毒网络。该团伙贩卖
的毒品以冰毒、海洛因为主，数量
较大，交易频繁。

临高边防支队抽调精干力量
组成专案组，经过侦查，掌握了该
团伙人员构成和活动规律，嫌疑人
吴某、陈某、刘某等人也相继进入
警方视线。该团伙由吴某负责牵
线搭桥，王某某和刘某负责到广东
取货，返回后由王某负责接应，然
后分销给海南各市县的下家。

2月12日，专案组得知王某某
和刘某将于当日15时许再次驾驶
快艇从海口到广东进“货”。专案
组认为，抓捕时机已成熟，决定收
网。因为难以确定快艇返回的登
陆点，当日17时许，专案组兵分四
路，提前在两人可能登陆的海口新
港、澄迈玉包港、临高马袅东港以
及各个毒品分销点等地进行布控。

当晚21时许，王某某和刘某在

马袅东港靠岸登陆，但王某并没有
像往常一样开轿车去接应，而是改
骑摩托车选择小路迂回绕行，接走
两人后前往王某某家，而民警早已
在附近设伏等候。

21时40分许，刘某取出部分
毒品外出分销。13日凌晨1时许，
专案组在途中成功将其截获，当场
缴获冰毒4公斤。随后，专案组在
海口、临高、乐东三地同时收网，将
犯罪嫌疑人王某某、陈某等6人一
举抓获，并从王某某家中搜出冰毒
4公斤、海洛因0.05公斤。14日13
时许，专案组在临高县新盈路口将
王某抓获，至此8名涉案人员全部
落网。目前，此案正在办理之中。

据悉，该案是临高公安有史以
来缴获毒品数量最多的案件。

临高侦破一起特大贩毒案
缴获毒品8公斤，抓获8名嫌疑人

2016年 11月 7日，海口市公
安局秀英分局禁毒大队接到群众
举报：一名外号叫“阿亮”的广东汕
头籍人员，预谋制造一批冰毒贩卖
至海南。

海口市公安局秀英分局对此
案高度重视，禁毒大队立即对该线
索开展前期排查，并将线索提交省
禁毒总队情报支队进行深度研
判。经侦查，一个以郑某雄为首的
制贩毒团伙逐渐浮出水面，该团伙
欲从福建龙岩购买制毒原料至广
东实施冰毒制造，以此贩卖获利。

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立即指示
秀英分局成立专案组，并抽调秀英
分局精干警力全力开展侦破工
作。秀英分局专案组经过一个多
月的艰苦侦查，陆续查明郑某雄制
贩毒团伙的系列犯罪事实。该制
贩毒品团伙将制毒工厂设置在废
弃纸箱厂内，以制假药、制洗衣粉

为幌子掩人耳目。
2016 年 12 月 15 日，该案被

公安部确定为“2016-727”毒品
目标案件，由海南省公安厅禁毒
总队牵头成立联合专案组对该案
实施侦办。

专案组在广州铁路公安局的
大力支持下查悉：2017年1月初，
犯罪嫌疑人郑某雄通过黄某安（指
挥制毒工厂运作重要成员），联系
福建龙岩毒品制造原料供应商，约
定购进制毒原料20包（约500公
斤），运至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金
浦镇梅东村制毒工厂制毒。专案
组获悉情况后，迅速抽调30余名
精干警力赶往广东省汕头市，联合
广东警方开展侦控工作。

经查实：2017年 1月 6日，黄
某安等人在海门高速公路出口处
与郑某雄汇合后，进入制毒工厂开
始制造冰毒。1月8日9时许，冰毒

已初步制成。专案组要赶在毒品
犯罪团伙将毒品接运之前收网，直
至18时30分，前来接货的犯罪嫌
疑人进入侦控范围。19时许，抓捕
时机成熟，海南警方联合广东警方
共组织出动200余名警力进行统
一收网行动，三路出击同时抓捕。

第一抓捕组在广东省汕头市
潮阳区金浦镇梅东村练江边红门
头一废弃纸箱厂处，抓获正在制造
毒品人员黄某文、郑某金等3人，当
场在制毒工厂内缴获一批制毒工
具，一批易制毒化学品及半成品毒
品疑似物33桶（重量总计1060.82
公斤）。第二抓捕组在广东省汕头
市潮阳区棉城大道双望路段一大
排档内抓获前来接运毒品的郑某
雄、郑某州等4名嫌疑人。第三抓
捕组在广东省陆丰市甲子金豪酒
店后小巷第五间民房内查获涉嫌
制毒人员黄某安等3名嫌疑人。

废弃纸箱厂内制造毒品
琼粤联手摧毁制毒工厂，缴获冰毒1060公斤

我省重奖311万元
举报打击毒品犯罪

三亚：
宠物公共场所便溺
不清理者至少罚50元

本报三亚2月16日电（记者孙婧）为巩固
“创文巩卫”成果，三亚市日前明确，凡违反三亚
养犬管理暂行办法的，一律予以处罚，任何单位
和个人有权对违规、不文明养犬行为进行批评、
劝阻，并举报、投诉。饲养犬只干扰他人正常生
活的，由公安机关视情节严重程度，依法对养犬
人处警告或罚款。

《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养犬管理的通
告》《三亚市养犬管理暂行办法》要求，三亚市区
域内所有犬只出生后90日内，必须到畜牧兽医
部门进行检疫或免疫，并定期注射狂犬病疫苗，
领取犬类免疫证明。犬只出户的时间限为20
时至次日7时，治疗或办理免疫检疫手续除
外。不得携犬进入党政机关、医院、学校、博物
馆、图书馆、影剧院、体育馆、饭店、食品店、公共
交通工具（出租车除外）、风景区等或有犬只禁
入标志的公共场所。

如犬只在公共场所排放粪便，饲养人不当
场清除的，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将处50元以上
300元以下的罚款；饲养人不对犬只进行检疫、
免疫的，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可处1000元以
下罚款；饲养犬只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公安机
关将依法对养犬人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
或者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处200元以上500
元以下罚款。

澄迈两名小学原校长
接受组织调查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记者刘操）记者今
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澄迈县肖杨小学原校长
梁居安涉嫌违纪，澄迈县五村小学原校长劳俊
传涉嫌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禁毒，我们在行动

万宁：
基层党建年度“大考”
实施打分排名

本报万城2月16日电（记者李磊 通讯员
陈明亮）记者今日从万宁市委组织部获悉，该市
在2016年度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工
作中，创新方式，扩大述职考核对象范围，并实
施量化打分排名，对排名末尾和综合评价为“一
般”的党委（组）书记将分别由市委书记及市委
常委、组织部长进行约谈。

据悉，该市在原有述职评议考核工作基础
上，扩大述职考核对象范围，分级分类组织开展
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全市47个部
门党组（委）书记与13个镇（区）党（工）委书记
向市委进行述职，18个市直机关党委专职副书
记向市直工委进行述职，方式采取现场述职和
书面述职相结合。同时各基层党（工）委结合工
作实际，以适当方式开展所辖党组织书记述职
评议考核工作。

此外，该市还制定了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
评议评分办法，推行百分制量化评分排名。具
体做法是分别赋予A、B、C三类民主评议表
40分值、30分值、30分值，由三类表得分加总
得出评议总得分进行排名，并分为4个总体评
议等次即“好”“较好”“一般”“差”等次。近日，
万宁市委组织部已将述职评议总得分、排名及
评议等次等评议结果通过书面反馈给向市委述
职的对象。市委书记将分别约谈排名末尾的镇
党委书记和机关党组书记，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将约谈综合评价为“一般”的3名党组书记，指
出他们存在的问题，突出问题导向，明确主要任
务，落实任务清单。

滨海大道与海港路口
东往西恢复左转掉头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
者陈世清 通讯员李盛兰）为进一步提升滨海大
道沿线路口通行能力，满足广大市民及社会各
界交通出行的需求。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决
定实施滨海大道与海港路东往西方向左转及掉
头的交通组织优化方案，于2月17日（星期五）
上午正式开放滨海大道与海港路东往西方向左
转及掉头交通组织。

一、对该路口东进口进行重新渠化分
配导向车道，增加一个左转与掉头的混合
车道，允许滨海大道东往西方向的车辆在
此路口进行左转和掉头（掉头仅限中型以
下车辆）。

二、在秀英码头出入口前方增加设置
地面虚实线，避免秀英码头出来的车辆横
插变道，影响东往西直行车辆的正常通行，
秀英码头出来需要进行左转和掉头的车辆
需前行至金滩北路进行掉头。

三、在秀英码头出入口前方增加“跨越
实线，视频抓拍，记三分罚一百元”警告标
志牌，并配套地面标线，加强此处道路交通
管控力度。

我省成功破获2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

缴获冰毒海洛因数量创历史之最

海南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严打毒品犯罪

多起毒品案件被依法抗诉改判

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持续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近日成功破获“2016-727”
“2016-771”公安部毒品目标案。其中，“2016-727”毒品目标案为我省历史上一案缴获冰毒数量最多的案件，
“2016-771”毒品目标案为我省建省以来缴获海洛因数量最多的贩毒案。

■ 本报记者 良子 特约记者 宋洪涛 通讯员 陈炜森 田和新

“2016-771”目标毒品案中抓获的嫌疑人。

“2016-727”目标毒品案中缴获的冰毒原料。

临高快艇贩毒特大毒品案中，警方缴获的毒品和作案工具等。
（本版图片均由警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