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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陆万能 陈炜森

“处警速度再快一分钟，服务质
量再好一点点。”这是三亚市公安局
警令部指挥中心的工作理念，为了这
个理念，指挥中心创新工作机制，形
成“红色预警”制度，对警情提供前瞻
性预测；同时完善监控覆盖，通过“扁
平化”指挥对违法犯罪实现快速、精
准打击。

2015 年至今，通过 110 平台接
处警，三亚市公安局警令部指挥中
心妥善处理接受群众报警、求助
942355次，救援受困群众381人，帮
助713人找回遗失的财物；协助破获
现行刑事案件2751起，查处治安案
件 10741 起，指挥各实战单位成功
处置群体性事件64起，抓获各类嫌
疑人1782名；连续4年保持有效投
诉“零”记录。

科学调度警力

“点对点”精准打击违法犯罪

走进三亚市公安局警令部指挥中
心，大厅主墙壁上有10多个显示屏，
它们实时监控着三亚市内各个重要路
口、路段实时画面。

这些覆盖街面的监控探头，是指
挥中心指挥调度的“千里眼”。针对严
峻的治安形势，指挥中心通过对警情
变化规律特点、发展态势的动态变化
等分析研判，及时对全市公安工作进
行预警预测，科学调度警力，通过直接
下达指令，调度一线警力的“点对点”
式快速、精准打击违法犯罪。

今年2月2日，指挥中心接到群
众报警称，天涯区凤凰机场路口一水
果批发市场发生一起命案，两名中年
男子持匕首和棍棒将另一名中年男子
刺倒，伤者在送往医院抢救途中死

亡。接报后，三亚市公安局迅速启动
命案侦查机制。

指挥中心主任吴健回忆说，由于
报警人说不出嫌疑车辆特征，只知道
是一辆白色车辆。指挥中心调取案发
后离开现场的所有白色车辆，经过大
量工作，终于确定了嫌疑车辆。仅用
6个多小时，就将2名嫌疑人抓获。

目前，指挥中心还新增选定2400
个点位作为“数字城市监控”二期建设
重点，并同时向政府申请建设的智能
交通卡口系统、PDT数字对讲系统等
项目也在积极酝酿之中。

创新“红色预警”制度
让警力跟着警情走

“这是指挥中心给我们发来的‘红
色预警’，辖区连续两个星期盗窃案高
发，极有可能有盗窃团藏匿在辖区。”
2016年，吉阳公安分局月川派出所相
关负责人拿着指挥中心发来的“红色预
警”在部署打击行动。月川派出所结合
指挥中心的“红色预警”建议，同时进行

细致侦查，成功打掉两个盗窃团伙。
“红色预警”是三亚市公安局警令

部指挥中心一套创新的工作机制，三
亚市公安局各分局、派出所以往只是
各做各的警情研判，没有统一的集纳、
分析、研判。指挥中心对各派出所多
年来的抢劫、盗窃、打架斗殴等发案情
况进行科学统计、分析，得出各类案件
在各个派出所每周可能的发案数量。

根据可能发案数量给派出所划出
预警线，指挥中心根据每周接警数量给
各派出所反馈，若发现某个派出所当周
某类案件高发，指挥中心就会向该派出
所发出“红色预警”。派出所根据“红色
预警”分析高发案件的案发时间、作案
目标、地点等，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侦
办。若多个派出所出现同类案件高发，
指挥中心则反馈至分局、市局，调动全
局警力打击高发的违法犯罪。

创建警情研判机制
打好社会管理组合拳

从2015年12月开始，三亚市公

安局每月召开一次全市性警情研判大
会，会议不仅限于刑事、治安的警情研
判，还包含了全市公安工作的各个方
面。不仅对110接报数据的统计、分
类而进行的研判，更重要的是根据已
破获和查处的案件审理情况来进行研
判，通过对民情、社情的汇总、分析，从
中发现其规律、趋势、特点，从而提出
防控及破案的有效对策和方法，确保
许多案（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

通过研判，各单位主动实施立体
防控及实施精准打击的积极性明显增
强，全市盗、抢、骗、黄、赌、毒等常见警
情明显下降。据统计，去年共接到“两
抢一盗”警情13861起，2015年同期
19793起，同比下降30%。

2014年6月，三亚市公安局警令
部指挥中心被公安部评为“210”工程
建设先进单位。2015年5月，被共青
团中央、公安部等18个部委评为全
国“青年文明号”。今年5月，被公安
部授予“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荣
誉称号。

（本报三亚6月1日电）

架起“千里眼”平安无盲点
——记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三亚市公安局警令部指挥中心

临高武莲渔港火灾
造成26艘渔船损毁
未造成人员伤亡，火灾原因正在调查

本报临城6月1日电（记者罗安明 良子 通讯
员赵秀君）今天凌晨，临高武莲渔港发生火灾事
故，多艘停在港口内的渔船被烧毁。今晚7点，记
者从临高县海洋与渔业局获悉，经查明，此次火灾
共造成26艘渔船损毁，未造成人员伤亡，直接经济
损失近500万元，目前临高已成立事故调查组。

临高海洋渔业、公安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调
派中国渔政46059船和中国渔政46052号消防艇
赶赴现场救援，调楼镇政府调派1艘载有抽水机
的汽艇，临高县消防部门调派1辆消防车配合协
助。为阻断火势进一步蔓延，救援人员砍断渔船
揽绳，将着火船与未着火船分离。

目前，临高县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领导小组，
对火灾原因进行调查，对受损渔船船主、渔民进行
安抚。渔业互保协会已进入渔港开展理赔勘察。
省民政厅减灾处相关负责人也赶到现场，指导善
后处理工作。

临高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事故
为教训，对全县各渔港进行安全大检查。

海南医学院
附属妇幼保健院昨揭牌
海医今秋起开设儿科专业，首批招生50人

本报海口6月1日讯（记者符王润）今天上
午，海南医学院与海南省妇幼保健院签约建立附
属医院关系，海南医学院附属妇幼保健院正式揭
牌。记者从仪式上获悉，针对目前我省儿科医生
紧缺问题，海南医学院将从今年秋季学期起开设
儿科学专业，首批预计招收50名学生。

据悉，海南医学院附属妇幼保健院成立后，双
方将以此为契机，为全面提高卫生技术人才的培
养质量做出各自应有的贡献。双方医院将通过资
源共享、合作育人、合作发展，提升教研能力，提升
服务水平，更好地为健康事业服务。

据了解，海南省儿童医院预计今年底部分科
室开诊，继续引进儿科、妇产科等医疗人才。目前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仍然面临儿科医生紧缺的问
题。对此，海南医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已决
定从今年秋季学期起开设儿科学专业，首批预计
招收50名学生，不断补充我省儿科医疗人才队伍。

本报海口 6 月 1 日讯 （记者
丁平）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海航旅
业联合旗下企业在北京、上海、海口
等全国12地联动，共同开展“2017
年海航旅业开放日暨‘六一’航空嘉
年华”活动。

当天上午，包括海南本地优
秀少年儿童代表、第七届“海航
旅业少年行”公益游学活动海南
站参与者、海航驻琼员工子女以

及通过网络招募的 45 名少年儿
童跟随“超人”“蝙蝠侠”“蜘蛛
侠”等超级英雄前往海南天羽飞
行训练有限公司（天羽飞训）参
观，学习航空科技知识。

在驾驶舱模拟机上，海南航空
明星机长张德祥为10名来自云南
的第七届“海航旅业少年行”公益游
学活动海南站参与儿童详细讲解了
飞行的安全知识，并耐心解答了小

朋友们对飞机驾驶的各种问题。张
德祥表示：“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
能够在儿童节参加这样的公益活
动，我感到很开心。”

在模拟客舱里，来自海南航空
和首都航空的乘务员向小朋友及家
长介绍了客舱安全知识。小朋友们
在乘务员的带领下，体验了逃生滑
梯，观摩了水上撤离，熟悉客舱救生
知识。随后，海航还为参与活动的

小朋友们提供了画笔和画布，邀请
他们发挥想象力，为飞机涂色。

据悉，今年是海航旅业首次与
下属成员公司联动，在全国12地开
展包括航空公司开放日、校园航空
知识课堂、“六一”主题航班等丰富
多彩的活动，共有超过500名儿童
参与了海航旅业在全国12地的活
动，了解航空公司，学习航空知识，
度过了别样的节日。

天然橡胶“保险+期货
+扶贫”项目落地白沙
首笔保险单保额2090余万元
990户胶农免费受益

本报海口6月1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
何方远 王伟）今天上午，由海南保监局督导力促
的天然橡胶“保险+期货+扶贫”项目首笔保险单
签约仪式在海口举行，这标志着国内首单天然橡
胶“保险+期货”对接精准扶贫项目正式落地白沙
黎族自治县南开乡。本次试点共签单保额
2090.64万元，990户胶农免费受益。

据了解，为解决橡胶价格低迷的短板，我省各级
政府开始探索“保险+期货”的方法，在上海期货交易
所专家的指导下，海南人保财险与国内多家有实力
期货公司的人员，在我省白沙、琼中、五指山、临高、
保亭等五个国家级的贫困市县开展试点调查。

据介绍，海南天然橡胶采取“保险+期货+扶贫”
的运作方式，是对保险传统经营模式的一个创新，也
是解决产业扶贫工作热点与难点问题的新尝试，其
核心是用期货的期权，锁定胶农预期天然橡胶的目
标价格，通过投保的方式将其风险转嫁给保险人，当
胶农生产的橡胶市场价格下跌时，可获得保险人的
经济补偿，从而实现稳定橡胶产业发展的终极目标。

据了解，作为我省最大的橡胶种植县，白沙目
前拥有民营橡胶种植面积63万亩。白沙县政府
率先在全省乃至全国达成首笔保险签单，下一步，
海南人保财险将会陆续在临高、乐东、琼中、五指
山、保亭等市县开展该试点工作。

学航空知识 过别样节日
海航旅业联合旗下企业举办“六一”航空嘉年华活动

南航邀16组家庭
体验当“空姐”

本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杨
洁）近日，南航海南分公司与共青团
三亚市委联合开展“空姐”体验活动，
邀请16组家庭参与体验。

参观乘务化妆室、乘务准备室、
了解飞机起飞前的准备工作……在
空乘人员带领下，孩子们身穿制服、
画上淡妆，扮作小小乘务员为扮演
旅客的家长服务。在体验过程中，
孩子们不仅练习了空乘人员仪态，
也对如何使用安全带、氧气面罩、救
生衣等物品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
对航空安全知识有了进一步了解，
安全意识得到提高。

大手牵小手

琼台师范师生
陪乡村儿童过节

本报海口6月1日讯（记者罗孝平
通讯员姚磊）今天，琼台师范学院师生
和定安县龙河镇水竹村小学师生、家
长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六一”儿童
节。平时忙碌的家长放下了田里的活
或从外地回乡，与孩子们玩起了“两
人三足”、拔河比赛等亲子活动。

本次“六一”儿童节活动，琼台师
范学院除组织策划亲子活动，还为孩
子们送去书包、书籍等文具和排球、
篮球等体育用品及部分生活用品。

琼台师范学院团委书记柳善文介
绍，水竹村是琼台师范学院定点扶贫
村，琼台师范学院在产业扶贫、教育扶
贫等多方面帮助该村贫困户脱贫。

本报海口6月1日讯（记者邓海宁 李科洲）
今天，由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海口市新闻工作者
协会组织开展的“走基层 看发展”主题采访活动
举行。中央驻琼媒体、省市媒体等30余家新闻单
位的记者、编辑深入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贫困户
家、三门坡镇荔枝园、美舍河湿地公园凤翔段及龙
华区丁村万人海鲜广场等地开展采访活动。

在红旗镇文昌村村民周业富的家中，采访团了
解到周业富因家中缺乏生产资金、亲人生病等原
因，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但政府帮扶单位帮技
术、帮种苗、帮门路，今年又帮扶其改造了危房，周
业富一家脱了贫。在凤翔湿地公园的参观过程中，
有关负责人结合项目展板向媒体团详细讲解了美
舍河水体治理各个示范段的设计理念和当前工作
进展情况。“我亲眼见证了它从一个垃圾堆变成一
个美丽公园。”中央电视台海南记者站记者杨涛说，
它的治理过程展现了“海口速度”，令人赞叹。

在此次主题采访过程中，媒体团成员纷纷为
海口近年来在脱贫攻坚、生态农业、美丽乡村、水
体治理等方面的突出亮点点赞，并表示之后还将
以文图、视频等多种媒介形式，全方位集中宣传报
道海口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成果。

海口开展“走基层 看发展”
主题采访活动

30余家省内外媒体
点赞海口发展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顺着曲折的小路一路颠簸30
多分钟，两辆大巴驶入海南（海口）
特殊教育学校。当天下午，一场特
殊的“拍卖会”在这里举行：在海口
市政协的倡议下，一批来自海口的
企业家、爱心人士，争相购买这所特
殊学校孩子们创作的作品。

展示桌上，大家看到了低视儿
童创作的手工画、聋哑儿童亲手绘
制的水粉画、自闭症孩子制作的纽
扣画等。“这里每一件作品都是孩子

们心灵的结晶。”当大家看到这些精
美的作品，都感慨没想到孩子能把
作品完成得这么好。

“谢谢叔叔阿姨，虽然我看不清
你们的样子，但相信你们就像我的
画一样美丽。”拍卖会一开始，启明
班13岁女孩白叶儿（化名）的一番
话说得大家为之动容。

“她的画是一点一点捏出来
的。”美术老师唐锦海说，白叶儿是
一名低视儿童，眼睛只能感受到微
弱的光线，平时走路都需要人搀
扶。每次上手工课，她和同学们都

需要把彩纸、橡皮泥、铁丝紧紧凑到
眼睛跟前，慢慢捏造型。

现场，她展示了自己的两幅手
工画，彩泥画《秋天》和折纸画《花
篮》。白叶儿说，做好一幅手工画差
不多需要两个月的时间。现场，她
的两幅作品被两位政协委员分别以
2000元的价格买走。

唐锦海告诉记者，平时只能通
过手语教失聪孩子画画的要领。“虽
然上课比较吃力，但他们注意力比
正常人集中，临摹能力非常强。”唐
锦海说，就算是酷夏炎热，孩子们在

没有空调的画室里，一待就是一天。
还有爱心人士带着自己的孩子

一起来购买作品。“今天是‘六一’儿
童节，我想让孩子来受受教育。”

海南恩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福顺除了现场捐赠10万
元，他还把自己创作的一幅《美丽乡
村》山水画作为礼物送给了海南（海
口）特殊教育学校。

短短两个小时，这场特殊“拍卖
会”一共筹得善款51万多元，款项
将全部用于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等。

（本报海口6月1日讯）

特殊学校的特殊“拍卖会”

团省委举办
庆“六一”系列活动

本报海口6月1日讯（记者王玉洁
叶媛媛）今天上午，来自海口600余
名少先队员代表齐聚海南（海口）青
少年活动中心，在少先队辅导员和志
愿者的带领下参与趣味手工活动、才
艺展示等活动，共度“六一”儿童节。

为促进城乡少年儿童交流，团
省委还邀请了留守儿童、农民工子
女代表参与了“动感乐高”“彩绘风
筝”等趣味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
乐互动中收获节日礼物和祝福。

据悉，团省委还将在全省范围内
集中开展“喜迎十九大 我向习爷爷说
句心里话”活动，通过举办关爱慰问、
科技体验、节庆联欢等各类主题活动，
陪伴少年儿童度过美好节日时光。

省图书馆：

书香中庆“六一”
本报海口6月1日讯（记者尤梦

瑜 通讯员许火珠）为庆祝“六一”儿童
节，今天，省图书馆为小读者们开展
了“‘快乐书童’故事大王讲故事”“科
学表演秀、科学实验操作”“绘本手
影表演剧”“‘让世界因我而美丽’六
一儿童节晚会”等一系列文化活动。

当天晚上，省图书馆还为小读
者们举办了儿童节晚会。

关注“六一”儿童节

“弘扬公安英模精神”系列报道

①琼台师范学院师生和定安县龙河镇水竹
村小学师生、家长共度“六一”儿童节。

本报记者 罗孝平 通讯员 姚磊 摄

②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团委组织海口先锋学
校10名优秀农民工子女代表参加海航旅业
航空嘉年华活动。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③在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参加
“六一”主题活动的孩子们在进行表演。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①

② ③

码上读
扫码看海南少年

儿童欢度“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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