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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创建海南文明岛

弘扬海南公安模范精神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陈炜森 王坤

今年33岁的吴健，是屯昌县公安
局刑警大队大队长，从事一线刑侦工
作已近十个春秋。吴健说，自己生在
屯昌、长在屯昌，能为保家乡平安出一
份力，无比荣幸。

2016年、2017年，屯昌全县立案
数同比分别下降12.05%、21%，全县
破案数同比分别上升6.78%、13.3%；
今年1月至5月，全县立案数同比下降
7.43%，破案数同比上升9.05%。

“屯昌这几年社会治安持续好
转，吴健带领的刑警大队功不可
没。”屯昌县委常委、公安局局长符
成辉说。

忠诚担当
他总是将危险留给自己

“忠诚、担当、干净。”这是屯昌县
公安局政委陈廷委对吴健的评价。

陈廷委说，屯昌县公安局刑警大
队是屯昌公安的尖刀队伍，吴健正是
这支尖刀队伍的领头人，在各类专项
行动中，吴健身先士卒、勇于担当，充
分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破获
了一批人民群众关心的案件，赢得了
人民群众的肯定。

“刑警相对于其他警种来说，面对
的危险大，同时面对的诱惑也多。”陈
廷委说，面对各种诱惑，吴健和他带领
的队伍做到了忠诚、干净。这次吴健
获得海南省模范人民警察殊荣，实至
名归。

屯昌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教导员何川

说，在遇到危险时，吴健总会说“你们跟
在我后面，一切听指挥”，将危险留给自
己，即使面对子弹，他也没有丝毫退缩。

2017年10月12日，吴健和同事
巡逻至县城新建路中医院附近时，发
现一名头戴鸭舌帽的男子行迹可疑，
立即通知在附近巡逻的民警罗晓辉赶
过来配合。吴健与罗晓辉紧跟其后，
欲上前将其控制进行检查。

此时，这名男子突然闯进路边的一
家金店，随即店内传来一声枪响和一名
女子惊恐的尖叫声。吴健和罗晓辉相
互配合，迅速冲向金店，当两人冲到金
店门口处时，发现该名男子拿着一把手
枪，朝墙上又开了一枪。

当时这名男子旁边站着一名受到
惊吓的女子，担心男子会对该女子实施
伤害。吴健果断通过手势示意罗晓辉，
同时冲进去制服该男子，迅速将作案男
子制服，这起持枪抢劫案成功处置。

战果累累
他是违法犯罪人员的克星

“一支队伍最重要的是信念，吴健
将使命和警魂注入到了这支队伍里
面。”陈廷委说，吴健是违法犯罪人员
的克星，2017年，他带领屯昌县公安
局刑侦大队打掉恶势力团伙2个，成
绩名列全省前茅。

当年8月8日，全省打黑除恶专项
斗争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后，吴健指挥
刑侦大队民警迅速摧毁了一个以王某
方为首的“菜霸”团伙，该团伙为了控
制屯昌县城瓜菜市场，雇凶寻衅滋事、
故意伤害、故意毁坏财物，社会影响极
为恶劣。10月4日，这个“菜霸”团伙8
名成员全部归案。

同时，吴健乘胜追击一举打掉了
一个以郭某为首长期盘踞在屯昌县城

的恶势力犯罪集团。该团伙以非法手
段垄断屯昌县城椰子买卖，插足娱乐
行业，收取保护费，涉嫌故意伤害、强
迫交易、非法拘禁、故意毁坏财物等犯
罪行为，社会影响极为恶劣。

2016年6月，吴健负责带队侦查
一个诈骗犯罪团伙案件，该案被害人
数多达828人。2017年7月，该案被
公安部列为部督案件，专案组在相关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辗转广东、广西等
地，行程上万公里。目前侦查工作基
本终结，以黎某芳为首的17名主要犯
罪嫌疑人已全部捉拿归案，挽回经济
损失500多万元。

陈廷委说，吴健认真总结侦破命
案的经验，查找命案侦破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严格落实侦破命案的
长效机制，不断提升队伍的命案侦破
水平，创造了15年现行命案全破的
记录。 （本报屯城6月22日电）

面对危险，他总是冲在前头
——记“海南省模范人民警察”屯昌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吴健

本报金江 6 月 22 日电 （记者
良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黄
金）在“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
际，为全面展示我省开展禁毒三年
大会战以来取得的战果，掀起禁毒
新高潮，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省禁
毒办今天联合在澄迈县举行 2018
年集中销毁毒品仪式，集中销毁我

省公安机关 2016 年以来缴获并已
结案的各类毒品877公斤。

此次集中销毁的毒品类型有10
余种，其中，海洛因22.8 公斤、冰毒
69.8 公斤、氯胺酮 194.5 公斤、神仙
水 26.4 公斤、可卡因 300.9 公斤、大
麻 23.3 公斤。为减少对环境的污
染，此次毒品销毁采用了无害化方

式处理。
据了解，2016 年 11 月 8 日以

来，省委、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部
署开展声势浩大的禁毒三年大会
战，坚决向毒品宣战，强力攻坚“八
严”工程，持续掀起了禁毒人民战
争新高潮，推动禁毒工作取得显著
战果。

本报海口6月 22日讯 在第31
个国际禁毒日即将到来之际，我省各
地纷纷开展各类宣传活动，让人民群
众了解毒品危害，认清禁毒形势，支
持禁毒工作，从而自觉远离毒品，把
禁毒斗争坚定不移、深入持久地开展
下去。

今天上午，海口市琼山区2018年
全民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在琼山区第
二中学正式启动，琼山区毒品预防教
育示范学校创建工作同步启动。启动
仪式后，“弘扬禁毒文化·绘出幸福琼
山”青少年百米长卷禁毒绘画、“美好
琼山·创建示范城”禁毒宣传进校园集
中宣传等活动陆续进行。

琼海市禁毒委今天上午在市青少
年文化宫举办“开放海南·绿色无毒”

宣传活动。启动仪式上，禁毒志愿者、
学生代表等依次上台宣读志愿倡导
书，共同放飞彩色气球，号召全市人民
参与禁毒行动，掀起禁毒宣传新热潮，
努力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此外，以“开
放海南·绘画无毒人生”为主题的彩绘
活动也同步展开。

文昌市委、市政府及市禁毒委今
天也联合在文昌市实验高级中学举行

“开放海南·绘画无毒人生”主题万人
彩绘活动。活动现场，禁毒志愿者首

先宣读《禁毒倡议书》，倡议全社会遵
纪守法，远离毒品，抵制毒品，积极参
与禁毒斗争，共同奏响“珍爱生命·远
离毒品”主旋律。接着，主办方放飞
绿色气球，表达积极参与建设美好生
活的愿望。来自文昌市实验高级中
学的学生们，用自己的巧手绘画文昌

“两桥一路”沿途风景、文昌龙楼航天
城建设风貌、文昌全民体育运动健身
的画卷。

今天上午，昌江黎族自治县举办

的“开放海南·绘画无毒人生”万人彩
绘禁毒宣传主题活动现场，学生以及
志愿者们纷纷拿出原料、画笔、毛笔，
在已铺好的画纸上绘画、书写。很快，
一幅幅禁毒主题的绘画、书法作品就
呈现在大家眼前。据悉，活动现场分
为“开放昌江·无毒人生”文字涂鸦画
卷、“山海黎乡·纯美昌江”标志建筑以
及景区景点画卷、人民群众丰富多形
的文化生活画卷、禁毒标语（口号）作
品征集画卷4个彩绘区。

今天上午，海警三支队的禁毒宣
传小分队深入文昌市清澜港环球码头
以及南海村开展禁毒宣传活动，对群
众进行禁毒预防教育。活动中，支队
官兵通过发放宣传册、案例解说、图片
展示、现场咨询等方式，向渔民宣传我
国对防范、打击毒品犯罪的一贯主张
和法律依据，并教育广大群众远离毒
品，珍爱生命，自觉参与到打击毒品犯
罪的行列中。

（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我省多地开展“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

深入宣传禁毒知识 营造全民禁毒氛围

本报三亚6月22日电（记者林
诗婷）今天，“守护洁白沙滩，同享美
丽海洋”主题环保活动在三亚湾启
动，来自三亚西岛景区、蓝丝带海洋
保护协会等70余名志愿者走进三
亚海滩，进行垃圾清理、文明引导等
服务工作（见上图，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当天，身着绿色、蓝色马甲的

志愿者顶着骄阳，分赴三亚湾沿岸
各站点开展清洁沙滩、为旅客提
供咨询服务、对不文明的旅游行
为进行劝阻等活动，以实际行动
展示三亚文明精神风貌，共促社

会和谐文明。
西岛景区副总经理黄家奇说，

下一步，景区将成立“西岛三亚湾环
境保护志愿服务队”，定期对三亚湾
沙滩进行垃圾清理、文明引导，带动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提高公民文明
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琼海通报两起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

本报嘉积6月22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班
晓龙）近日，琼海市纪委通报两起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典型案例。

万泉镇文曲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陈
武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2015年 2月，陈武在
担任万泉镇文曲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期
间，文曲社区“两委”干部相互通气，利用集体资
金给社区“两委”干部违规发放奖金，7名社区

“两委”干部每人领取2800元，共计发放1.96万
元。2018年4月，陈武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其余
社区“两委”干部受到批评教育。相关违纪款已
收缴。

潭门镇旧县村委会夏造村民小组组长李以
和违规报销并领取补助款问题。2015年 9月，
李以和担任潭门镇旧县村委会夏造村民小组组
长期间，在村巷道硬板化建设竣工后，使用村民
小组集体资金支付村民出勤费等款项过程中，
擅自决定将其个人监工费、油料费与村民出勤
费一起报账，违规领取补助共 1200 元。2018
年 3月，李以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相关违纪
款已收缴。

通报强调，琼海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要从上述案例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琼海市
各级党组织要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
强对党员干部的日常教育管理，强化对重要时间
节点的监督检查，真正把纪律和规矩立起来、严
起来。

海南省广告协会
完成换届工作

本报讯 海南省广告协会第五届理事会一次
会议今天在海口举行，省工商局相关负责人和协
会理事共50多人参会。与会代表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本行业实际，围绕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与广告业的发展前景开展了深
入探讨。

会议选举产业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增补了部
分理事，李春亮同志出任会长。

海南省广告协会是全国较早完成行政脱钩
的广告行业组织。近年来，协会发挥民间组织优
势，搭建政府与企业沟通的桥梁，在加强行业自
律、维护会员权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收到较好
的效果。 （海广）

本报三亚6月22日电（记者徐
慧玲）今天，三亚启动“做文明有礼三
亚人”主题实践活动暨文明礼仪教育
活动，将通过开展“做文明有礼三亚
人”百场宣讲等活动，持续深入推进
社会文明大行动和“创文巩卫”工作，
营造文明、学礼守礼的社会环境。

据了解，三亚将组织文明礼仪宣
讲团，开展“做文明有礼三亚人”百场
宣讲活动，让文明礼仪教育活动进机
关、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学校，
广泛传播中华传统美德、凡人善举、文
明礼仪，推进思想道德建设。

同时，还将开展“小手拉大手”
主题创建活动，通过学生带动家长
参与和支持城市文明创建，并将开
展“文明家庭”“十佳文明使者”等创
建评选活动，发动广大市民积极参与，
争做文明教育的示范者和监督员。

三亚还将发动市直机关、企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参与文明
交通劝导活动，采取有力措施，严惩
闯红灯、乱闯马路、乱停乱占等交通
违法行为；同时，完善道路交通基础
设施，设置“礼让斑马线”标识标志，
实施不文明行为曝光抄告制度等，打
造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三亚启动“做文明有礼
三亚人”主题实践活动

营造文明学礼
守礼社会环境

“未成年人道德讲坛”
工作研讨会举行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记者陈蔚林）6月21
日至22日，“未成年人道德讲坛”工作研讨会在海
口举行。会议期间，各市县文明办主任、各市县教
育局主管德育工作的负责人及各市县中小学校长
等100余人，就“未成年人道德讲坛”主题、内容、
形式、方法、模式等展开充分探讨。

据了解，由省文明办、省教育厅与各市县文
明办、教育局共同主办，海南省精神文明建设研
究会、海南省人才战略研究会承办的“未成年人
道德讲坛”，自2012年10月开讲以来，走进了全
省19个市县近2000所中小学校，覆盖师生、家
长与社会各界人士达500万人次，在各地各校广
受好评。

省文明办负责人认为，“未成年人道德讲坛”
之所以获得成功，一是确立了一个主动谋划抓好抓
实的“讲坛”工作战略规划；二是构建了一套良好的

“讲坛”运行长效工作机制；三是探索出了一套卓有
成效的“讲坛”教育模式；四是形成了一种不断探索
进取与甘于奉献的精神。

会议还发布了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立德
树人》一书。该书全书共5卷163万字，运用现场
真实反馈材料、真实现场记录的方式呈现，荟萃了
全省2376位中小学生、1536位学生家长、1469
位中小学老师和858位中小学校长听了“未成年
人道德讲坛”后的心灵体验、心灵感悟。

展示禁毒三年大会战战果

我省集中销毁877公斤毒品

省直机关党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弘扬特区精神
扛起责任担当

本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孙勇）近日，省
直机关工委号召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广泛开展

“弘扬特区精神，扛起责任担当”主题党日活动，充
分发挥机关党建的引领作用，在海南建设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和污染防治攻坚战。

广泛开展“弘扬特区精神，扛起责任担当”主
题党日活动，旨在引导广大机关党员干部争当新
时代先锋，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进一步
解放思想，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情感认同，强化责
任担当，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增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的信心；旨在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正确面对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的困难和问题，扛起脱贫攻坚和污染
防治攻坚的责任，深入贫困村、贫困户和污染防治
源，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省直机关工委明确要求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
要认真贯彻落实省直机关工委《关于抓党建助力
脱贫攻坚工作》的要求，在省直机关派出的扶贫联
系点中发掘典型、宣传典型，以第一书记先进事迹
推动扶贫工作攻坚克难，全力落实好抓党建促脱
贫这一重点任务。

分别同比上升

37.5%和253%

截至
2018年6月5日

全省共缴获各
类毒品 8.3吨，同比

上升384.9%

破获毒品刑事案件6391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6995名

分别同比上升

37.7%和40.6%

破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33起
省级毒品目标案53起

制
图/

杨
薇

守护洁白沙滩
同享美丽海洋

6月22日，民警将毒品投送到海口焚烧发电厂焚烧井进行无害化销毁。
通讯员 陈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