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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公安局深入推进禁毒三年
大会战专项行动，自三年大会战开展
以来全局共破获毒品案件2506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3052人（其中破获部级
案件13起，省级案件23起，其他特大
案件19起，重大案件49起），摧毁贩毒
团伙96个，共缴获各类毒品约7.956
吨（毛重），枪支弹药及涉案车辆、毒资
等赃物一批。通过开展以“扫黑除恶”
为龙头的6个专项行动，推动社会治
安平稳向好。打掉黑恶势力犯罪团伙
20个，抓获一批团伙成员，成功摧毁9
个长期盘踞在南大桥附近的伪造国家
证件印章团伙，刑事拘留38人，缴获
各类假证、空白证、成品印章、印模、半
成品印章3.1万余份（枚）。始终保持
对黄赌等活动的严打高压态势，赌博

警情同比下降34.6%，涉黄案查处数
同比上升37.9%。深入开展缉枪治爆
专项行动，破获涉枪涉爆案件22起，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23名，收缴各类
枪支15支、子弹670发。

交警部门深入推进道路交通安全
整治三年攻坚战，集中开展大货车和
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共查处大
货车超载268起，涉及大货车事故死
亡人数同比下降36%；查处电动自行
车违法行为13892起，查处酒驾、醉驾
591起，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受伤
人数同比分别下降16.4%、28%，道路
交通安全秩序持续向好。

海口公安强力推进“路长制”警务
改革，成立“一室七组”组织机构，实行
五级路长制，划定50条重点路段，按

照“一路一长”要求，定期召开路长办
主任办公会扎实推进相关工作。在7
月份全省路长制考核中，海口市公安
局排名第一。

今年春节期间，受罕见的持续大
雾天气影响，海口市“三港”码头间断
性停航，大量待渡过海车辆和旅客滞
留，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全警动员、众志
成城，全力投入抗雾保运工作，从2月
18日至2月25日共安全护送13.9万
辆次车辆和73.4人次客过海，没有发
生一起交通伤亡事故和群体性治安事
件，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同时，海口公安还坚决贯彻落实
上级的统一部署，圆满完成海南建省
办经济特区30周年系列活动、全国全
省“两会”、元宵节府城换花活动、万人

竹杆舞表演等重大活动警卫安保任
务，实现了“点上安全、线上顺畅、面上
稳定”的目标。

海口市公安局坚持“公安姓党”，
坚持把政治建警摆在首位，带头做到

“两个维护”，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全面从严管党治警，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和领导干
部“一岗双责”，推动党风廉政和反腐
败工作向基层延伸。全局共有39个
集体、202名民警受到各级表彰。在6
月9日隆重召开的“海南省公安系统
模范集体和模范人民警察表彰大会”
上，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等3个模
范集体和蔡永进等5名民警被表彰奖
励，先进集体和个人不断涌现。

（本报海口10月17日讯）

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 持续深化“平安海口”建设

近年来，海口市
公安局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以及习近平总
书记“4·13”重要讲
话和中央12号文件
精神，认真按照市
委、市政府和省公安
厅的部署要求，忠诚
履职、勇于创新，有
力维护了国家政治
安全和社会大局持
续稳定。近三年来
刑事案件发案数逐
年下降，破案数逐年
上升，命案和抢劫、
抢夺等案件发案数
逐年下降，60起命
案全破。今年 1-9
月份刑事案件立案
数同比下降4.4%，
社会治安态势持续
向好，“平安海口”名
片愈加闪亮。

今年以来，海口市公安局坚持问
题导向，深入推进公安“放管服”改
革，推出一系列便民惠举措，“旅客
乘机证明”自助办理最多30秒，办理
出入境证件“最多跑一次”，打造“椰
城警民通”“互联网+政务”服务平
台，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种种公安改革的新成果转化成便民
利民的“大礼包”，让百姓收获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

“没想到这么方便快捷，从申请到
领证不到2天，成为海口市民太幸福
了。”9月3日，在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
局人口和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的人才
落户专用窗口前，来琼工作的内地某
高校毕业生张蕊从民警手中拿到了刚
刚办好的居民户口本和身份证。

据了解，海口市公安局为人才落

户全面实行“八个办”（简化办、马上
办，一次办、当天办，上门办、集中
办，预约办、随时办），同时将人才落
户审批权限从市局下放到分局办证
中心，进一步提高了审批效率，压缩
时限。为支持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海口市公安局增设出入境部门
机构，在各分局成立人口和出入境
管理服务中心，投放74台自助出入
境签注受理机和自助交通违法处理
机等设备，推行办理出入境证件“最
多跑一次”，办理签注“一次都不
跑”。“种种措施落地实施，目的就是
让老百姓少跑腿。”美兰分局人口和
出入境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田淑霞表
示，同时这也是向科技要警力的具
体举措。

海口市公安局科通部门研发并

已上线使用的“椰城警民通”系统，将
公安政务服务从“网上办”直接跃级
为“移动办”，实现了网上预约、资料
审核和不见面审批等功能，124个行
政审批服务事项已全部进驻，包含户
政、治安、交警、网警等部门的67项
业务实现“不见面审批”。系统登记
大厅实现21类业务登记，同时提供
一键挪车等9种特色服务。系统线上
24小时内涨“粉”超3.6万人，关注人
数达4.5万余人。除此之外，5月初办
理出入境业务已实现微信支付，交警
互联网缴费系统已正式上线，可通过
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全渠道缴纳办
理交通违法、车驾规费等业务。海口
警方“放管服”改革取得的突破与市
公安局党委的高度重视与强力推进
密不可分。今年以来，海口市局党委

多次召开班子成员会议，传达省公安
厅对“放管服”改革的一系列指示精
神，听取专题汇报，研究推进意见，多
次带队到窗口单位进行调研，推动工
作创新发展。市公安局“改革办”组
织窗口单位先后赴浙江、江苏等地，
实地考察学习外地“放管服”改革工
作情况。海口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
治部主任、改革办主任李斌表示，海
口警方将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数据壁
垒，推动数据融合，方便开展网上数
据校验，减少企业和群众办事时间和
成本、减轻审批部门的工作压力，最
大限度变“人力跑”为“数据跑”。不
断提升服务水平，持续增强群众获得
感和满意度，着力解决群众办事中的

“堵点”“痛点”，打通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深入推进公安“放管服”改革

勇当先锋、做好表率 | 服务保障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海口市公安局破获多起盗车案件，群众送来锦旗。 本版图片均由海口市公安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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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公安局旅游警察在旅游景点执勤。

今年“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
活动开展以来，海口市公安局认真按
照市委、市政府和省公安厅的统一部
署，忠实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
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坚持以
党建带队建、以队建促工作，一手抓
打击整治、一手抓便民服务，不断提
升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工
作水平，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了积极
贡献。在“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
活动中，海口市公安局党委带头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
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成立组
织机构，制定实施方案，并在全市下
半年公安工作推进会上进行部署。
全局13个党委、9个党总支、240个党
支部认真按照部署要求，采取理论中

心组学习、支部书记讲党课、“三会一
课”、邀请专家辅导、开展党员主题日
活动等多种方式，借助各种宣传平
台，实现专题学习全覆盖，将学习活
动贯穿到公安工作全过程、各环节，
切实做到学懂、弄通、做实。按照海
口市委的部署，市公安局党委结合实
际出台了《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实
施方案》，对涉及公安工作的9大类
40项任务进行分解，制定“任务书”、
确定“路线图”、绘制“时间表”，确保
工作落地落实。同时，在全局范围开
展“建设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公安怎么
办”大学习大研讨大行动，启动“金点
子”工程，发动全体民警献计献策，集
全警之智，举全警之力，做到谋定而
后动。

海口警方现已建立起省市重点
项目和总部企业挂牌保护工作机
制，对55家企业挂牌保护。积极参
与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和社会文
明大行动，会同有关部门集中开展
打击采砂采石等破坏生态环境违法
犯罪专项行动，共破获查处各类破
坏环境资源案件16起，抓获 44人，
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营造了良
好的治安环境。

海口公安还积极落实“百万人才
进海南”行动，出台了《关于规范人才
落户管理工作的通知》等系列文件规
定，将13项人才落户审批权限下放到
各分局办证中心，开辟人才落户“绿色
通道”，实行“一窗专办、随到随办”。5
月14日政策实施以来，已办理各类人
才落户12307 人。认真做好59国落

地免签政策服务，5月1日以来共办理
外国人入境29938人，入境人数同比
增长417%。

“下一步，海口全市公安机关将
以‘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为
重要载体，进一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和思想建设，不断筑牢每一名党员民
警‘勇当先锋、做好表率’的思想根
基，凝聚起服务保障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的新动能。”海口市委常委、市
公安局局长易鹏表示，海口警方将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营造良好的营商环
境，并强化从严治警，在打造“忠诚、
干净、担当”的过硬公安队伍上做好
表率，把专题活动成果转化为平安海
口建设的强大动力，奋力在新的起点
上推动海口公安工作开创新局面、作
出新贡献。

今年以来

1月至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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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担当保平安 为民服务促发展

“平安海口”名片愈加闪亮
■ 本报记者 邓海宁 特约记者 黄培岳 通讯员 张振汉 张天坤

海口刑事案件立案数
同比下降4.4%

赌博警情同比下降34.6%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受伤人数

同比分别下降16.4%

破获毒品案件707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963人
摧毁贩毒团伙47个
共缴获各类毒品约1.384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