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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先进典型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裴惠婷

一份案件卷宗，少则上千字，有时
上万字，一些看似不显眼的毫厘之差，
有时就能决定案件是否适合调解处
理，以及定性行政案件或刑事案件，这
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这一道
程序审核把关很重要，不得有半点疏
忽！”今天上午，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公
安局行政楼案件管理中心，该中心负
责人黎浩洋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黎浩洋介绍，去年12月份，昌江
公安局组建运行案件管理中心，行使
警情管控、案件管控、卷宗档案管理、

办案场所管控、涉案财物管控、法律文
书管理等六大职能，实现了执法办案
工作全流程、闭环式管理。

据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
昌江公安局退查率、纠违率较去年同
期分别下降5.6%、9.3%，有效强化了
执法监督质效。

一个好的榜样，就是一面旗帜。
在昌江公安局行政楼大院里，一

幕幕“季度之星”“十佳辅警”感人事迹
宣传栏显得格外醒目。其中，该局河
北派出所代理教导员冯少军主动请
缨，坚守扶贫一线的为民情怀让人点
赞；特警大队辅警钟贵植连夜蹲守，奋

勇擒获盗窃嫌犯的感人事迹令人起敬
……昌江公安局党委委员、政工室主
任陈龙光介绍，这些先进典型虽然职
责不同，但责任担当步调一致。在这
里，通过制度建设，让一个个常年扎根
基层的业务标兵成了警队“明星”，发
挥着榜样的力量，激励着同一梯队的
公安干警们学先进、争先锋、做表率。

2017年6月，在我省G98西线高
速公路横跨昌江南北路段的尖岭、十
月田等多个加油站，连续发生多起持
械盗抢过往的外省牌照大货车柴油案
件，被盗抢的司机由于害怕打击报复
不敢报案和反抗，返回内地后就通过
网络吐露被抢经历，也引起了多家媒
体报道与持续关注。

在这关键时刻，该局利用刚建成

的合成作战中心视频卡口等集成手段
资源，经过10余天的深度分析挖掘，
前后筛选了600多辆车，分析比对了
上万张车辆照片，最终打掉了一个跨
越儋州、东方、白沙、乐东等8个市县
的盗油团伙，抓获8名犯罪嫌疑人，破
获系列盗油案件200余起，缴获被盗
的汽车柴油共1988升，有效打击和震
慑了盗窃团伙的嚣张气焰。

暑去寒来，时间在推移，但不改的
是那始终熠熠生辉的警徽。今年以
来，昌江公安局按照省委省政府、县委
县政府关于作风建设的部署要求，紧
密结合“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
动，以解决公安队伍“五不为”突出问
题为着力点，对症施治“五不为”顽疾，
要让“五不为”的民警有压力、挨板子、

丢帽子，让有作为、善作为、勇作为、主
动为、务实为的民警有动力、有奖励、
有平台，切实唤醒民警主动作为的意
识和敢于担当的情怀，有力推进公安
队伍作风建设。

据介绍，此次开展“五不为”专项
整治行动，共有九大项内容，涵盖着装
细节、文明执勤、警情受理等近百项考
核细节。

昌江县委常委、公安局长林雄介
绍，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昌江公安干警
坚持把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作为衡
量和检验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既要
继续发扬骁勇善战、攻坚克难的精神，
也要讲究“科技练兵”，全力打造一支
业务精良、忠诚担当的人民公安队伍。

（本报石碌11月1日电）

昌江公安局力推警务提质增效
今年第三季度，退查率、纠违率分别下降5.6%、9.3%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梁
振君 通讯员张妍 刘凤丽）海南日报
记者从中海油相关部门获悉，我国海
上最大自营气田——东方1-1气田
高效开发15年来，已累计生产天然气
350亿立方米。未来，中海油将持续
完善绿色能源产业链，为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提供清洁能源支撑。

当前供应海南的天然气资源几乎
全部来自周边海域和陆地现已勘探及
开采的油气田，主要有崖13-1、东方
1-1、乐东22-1和15-1气田及陆上
福山油田。其中，由中海油开发供气
的海上气田主要有崖13-1、东方1-
1、乐东气田这三大气田，它们每年输
往省内的天然气分别为5亿、26亿、
20亿立方米。海上天然气供应量约
占我省天然气总量的97%左右。

近年来，中海油相继在东方1-1气

田中深层及周边发现了东方13-1、东
方13-2、乐东10-1等高温高压气田。
随着新储量的不断发现和新气田的不
断开发，中海油将在南海形成一个联接
东方1-1气田、东方13-2气田、乐东气
田、崖城气田、文昌气田以及东方终端、
香港终端的海上天然气输送管网，为粤
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

据介绍，位于南海北部莺歌海海
域的东方1-1气田，距离东方市约
110公里。2003年一期工程投产，年
产天然气16亿立方米，主要供给中海
油富岛二期化肥厂、洋浦电厂及城市
居民使用；二期工程2006年投产，所
产天然气主要供东方化工城内的中海
油60万吨甲醇项目使用，年产气量为
8亿立方米。

东方1-1气田的成功开发，不仅
惠及海南省百姓生活，也成为中海油

下游产业迅速崛起的原动力之一。依
托该气田，中海油东方—洋浦—海口
输气管道工程项目、洋浦电厂油改气
项目、海南民生管道燃气项目等一批
重点项目相继建成投产，进一步增加
了海南省财政收入，拓宽了就业渠道，
加快了市政建设步伐，促进了海南省
经济转型发展。通过利用该气田生产
的天然气，中海化学海南基地累计生
产化肥超过1000万吨。这些“粮食的
粮食”，以每亩施用0.05吨计算，我国
受益耕地可逾2亿亩。

另外，中海油还在洋浦经济开发
区投资65.23亿元建设海南LNG（液
化天然气）项目，2014年正式投产运
营。自投入运营以来，中海油海南
LNG项目总共向海南输送了108万
吨的清洁能源。108万吨LNG的环
保效益，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470万吨。

我省开展预防青少年
涉毒犯罪调研活动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王
雷）为解决青少年涉毒难题，从11月1日起，我省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预防青少年涉毒犯罪调研活动。

据省禁毒委的工作部署，海南省预防犯罪研
究会牵头组织这次预防青少年涉毒犯罪调研工
作，调研活动将分为5个小组深入全省各个市县
开展为期一个多月的调研工作。

11月1日，海南省预防犯罪研究会在海口市
琼山区召开了第一场座谈会。琼山区禁毒委召集
了公安、教育、妇联、共青团等部门负责人参加，参
会人员就预防青少年涉毒犯罪问题进行了交流。

东方1-1气田开发15年来，累计生产天然气350亿立方米

东方1-1气田一期工程2003年投产，年产天然气16亿立方米，主

要供给中海油富岛二期化肥厂、洋浦电厂及城市居民使用
二期工程2006年投产，所产天然气主要供东方化工城内的中海油

60万吨甲醇项目使用，年产气量为8亿立方米

如果按照一个四口之家每年家庭用气100立方米计算，350亿

立方米天然气可以满足13亿人一年的用气量

中海油持续完善绿色能源产业链

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清洁能源

海口海关破获
系列走私新型毒品入境案
查获各类新型毒品近4000克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
张振豪）经过半年的努力，海口海关近日破获系列
走私新型毒品入境案。

2018年3月，海口海关邮检现场在例行查验
时发现一件寄自美国的包裹存在异常，经开包查
验，发现包裹中的一个标为“原味蛋卷”纸盒内装
有7颗糖果。经鉴定，该7颗糖果均呈毒品阳性
反应。海口海关缉私民警根据线索立即开展侦
查，历经半年的努力，成功破获系列走私新型毒品
入境案。据统计，2018年3月至9月，海口海关共
立案侦办该系列案5宗，抓获犯罪嫌疑人6人，查
获各类新型毒品3912.94克。

海口市美兰区政府
“牵手”海南银行
将在江东新区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王培琳）11月1
日上午，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与海南银行在海
口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江东片区建设、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免税购物、临空服务业、商贸物流业、旅
游地产、汽车服务业、文化创意业、互联网产业等
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同促进地区经济社会持
续协调健康发展，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方面
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依托该气田，中海油东方—洋浦
—海口输气管道工程项目、洋浦电厂
油改气项目、海南民生管道燃气项目
等一批重点项目相继建成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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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2018年11月2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吴卓 主编：张成林 美编：陈海冰

锐评 时
事
图
说

此地无银三百两

微评

“杜绝开发商请客吃饭与办证
速度挂钩”“杜绝交100元钱才能办
证”“杜绝外出吃饭叫美女作陪”“上
下班坚决不迟到早退”……这两天，
湖南衡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权籍调
查科的集体承诺书在网上引发热
议。目前，涉事科长唐某已被诫勉
谈话。

不同于其他承诺书多大而化
之，该调查科的承诺书，可谓是有内
容、有细节，可操作性极强。只是，

一不小心暴露了日常工作中的“潜
规则”。在巡视组进驻巡视之际，作
如此承诺，真的是不打自招，让人哭
笑不得。由此可见，作风建设还需
常抓不懈。这正是：

上班迟到又早退，
外出就餐美女陪；
四风问题危害大，
奇葩承诺被人怼。

（图/王铎 文/张成林）

@新华网：领导干部不能给自家
人开“后门”。近日，湖南常德市出台
新规，向纪检干部说情打招呼，将被记
录在案了。向纪检干部说情打招呼，
干扰正常办案秩序，损害司法公正，更
留下腐败隐患。这样的“后门”开不
得，这样的风气惯不得。将该行为记
录在案，就要瞄准监督执纪监察各个
环节，严格执行登记报告制度，不给钻
空之人以可乘之机。

@中国青年报：女生早恋被罚抄
15万字行为规范，这样的教育有多大
意义？据近日湖北咸宁高中发布的通
告，女生早恋被罚抄《中学生日常行为
规范》100 遍。学校狠抓升学率可以
理解，但能不能在追求成绩之外，实施
更开明、更完善的行为教育？无论如
何，相比于考试分数、升学人数，学生
人格的健全、品德的完善更为重要。

@光明日报：靠“刷单”成热门，用
户很受伤！网络数据造假现象不容忽
视。无论互联网，还是新媒体，都是推
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它们蕴藏的
力量不言而喻，应当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尽其应有的责任，而非成为商业造
假、利益输送的工具。拥有真实的数
据，诸多新兴行业才能在互联网时代实
现良性的发展。 （饶 辑）

■ 周家和

“我们常用的政务 APP 有 14 个，
这还不包括政务微信公众号。我上班
时要不停盯着手机，牵扯了很多精力，
占用了不少休息时间。”据媒体报道，
10月26日，浙江省纪委督导调研组明
察暗访时，浙江舟山一位基层干部如
此感慨。APP确实有利于提高工作效
率，但过多 APP 的推出，也给基层工
作增加了一定负担。

APP作为手机等移动设备的第三
方应用程序，不只是为商家提供方便
高效的销售平台，若用在政务上确实
也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可大千世
界，凡事都有个度。政务APP太多了
也就关注不过来。过多过滥就是一种
新的形式主义，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视。

比如，有的政务APP内容与工作
没有多少关系，不关注不行，关注了也
没啥作用；有的成了自我标榜的“秀
场”，大家都来晒工作成绩，存在“干得
好不如晒得好”倾向；有的上级部门各
自为政，提要求，发指令，内容同质化，

一项工作内容要向多个上级部门的政
务APP录入数据、报送材料等。难怪
不少基层干部意见很大，有的则无奈
地说：“什么工作都要进行留痕管理，
录入数据汇报。在操作APP的时候，
来办事的群众常会误认为我们是上班
玩手机。”

客观地说，对于商业类APP，你若
想加就加，如果不想加，商家再怎么宣
传，再怎么利诱，还是可以拒绝的。但
对于有些政府部门和上级单位的政务
类、具有一定工作性质的APP，若你不
加还真不行，因为这是上级部门要求必
须做的工作。政务APP过多过滥，对干
部、对群众都是一种负担。对此现象，
相关政府部门要引起高度重视，切实解
决好。

过满则溢，过刚则折。政务APP在
“精”不在“多”。防止政务APP过多过
滥，就要弘扬实干作风，把精力放在工
作上，而不是“作秀”上。一些热衷于搞
形式主义的干部，常常会把摆拍的工作
成绩晒出来，让领导看了高兴。而一心
扑在基层工作上，没有这么多时间来通
过 APP 汇报工作的同志反而受到冷
落。如果这一现象不能及时制止，政务
APP里的形式主义歪风就难以根除。

政务APP在“精”不在“多”

新华时评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投稿信箱：hnrbpl@163.com

■ 张成林

扶贫，最怕什么？怕推着不走、拉
着不动，也就是惰性思维。不过，近
来，形势很喜人。在秋收时节，很多贫
困户不再守着收成等市场，而是边卖
边收、销路很好。采摘、分拣、装箱、入
市……人们热情高涨，忙得不亦乐
乎。何以如此积极？这与我们颇具引
导力的扶贫模式分不开。从“以购代
捐”，到爱心专柜、爱心集市，再到爱心
扶贫网，一系列扶贫载体为农产品走
出去打开了广阔空间。贫困户找到了

门路，看到了希望，脱贫致富的干劲自
然就上来了。

简而言之，这是在引着贫困户
走。这让人联想到以往的扶贫情景，
有些地方、干部或急于求成，或对政策
理解有偏差，一味给钱、给物，“撒胡椒
面”，结果出现了发放的鸡鸭摆上餐桌
的现象，鼓起的钱包很快又瘪回去。
不过，换个角度看，保姆式扶贫又确实
有必要。一来，贫困家庭情况各不一
样，致贫原因不一而足；二来，脱贫“军
令状”已经立下，时间紧、任务重，这种
情况下，必须深入到每一个贫困户，送
物、送技上门，做好全方位保障，推着
贫困户向前走。

只不过，保姆式扶贫“推力”有
余、“引力”不足。推着走多显被动，

一旦推力不足，就会原地踏步，甚至
走“回头路”。俗语说，“吃奶的孩子
长不大。”保姆式扶贫，虽然效果明
显，立竿见影，可一旦外力干预缺失，
贫困户就会陷入被动。所以说，有

“推力”是好事，但更为重要的，是增
强“引力”，引导贫困户自觉摆脱以往
的惰性思维，切实增强脱贫的内生动
力，真正为摆脱贫困、为实现自我而
去奋斗、拼搏。所以说，扶贫工作要
多在增强“引力”上下功夫。

然而，“引力”的培育却极为不
易，需深入了解贫困户所思所想。举
例来说，贫困的一个表现，就是“混日
子”，只要有吃、有喝，就万事大吉，过
好今天不讲明天。事实上，究其原
因，多在于找不到致富的门路，看不

到改善的希望。每年春节，村民聚到
一块，谈论较多的，是来年怎么挣钱、
哪里挣钱。可贫困户没资源、缺路
子，也就很难找到稳定的挣钱路径，
久而久之，思想倦怠，混起了日子。
对此，给钱给物，固然有用，但时间一
长情形照旧，这说明“引力”不强，没
有抓到根子上。

从这个角度看，消费扶贫可以说
找对了路子。拿爱心扶贫网来看，它
为贫困户打开了农产品的销路，让贫
困户尝到了只要付出劳动、就会有收
获的甜头，不用太过担心“努力了却
卖不出去”的问题。也就是说，消费
扶贫的最大意义，在于让贫困户看到
了希望、找到了门路，也因此形成了
脱贫的强大“引力”。“引力”之下，贫

困户“不令而行”，内生动力充足。不
过，需注意的是，当前，消费扶贫解决
的是“量”上的销售问题，公益性成分
较大。下一步则要通过更好的路径
设计，做好“质”的引导，推动贫困户
进行优质高效生产。

趋利避害，人之本性。增强引导
力，激发内生力，就要把“利”讲明白、
讲到百姓心坎上。前不久，我省通过
了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要
求“更加注重帮扶的长期效果”。实现
这一目标，我们的扶贫举措就要瞄准

“引力”下功夫，要通过更好的制度设
计、路径设计引导贫困群众积极行动
起来，自觉增强内生动力，摒弃散漫慵
懒的缺点，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美好生
活努力辛勤劳动。

脱贫要“推力”更要“引力” 抓住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的重大机遇
■ 胡喆

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
放……当今时代，从田间到餐桌、从工厂到商场，
人工智能已全方位融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无
疑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
术和重要驱动力量，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
雁”效应。

10月31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人工智能
发展现状和趋势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为我国新
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利用作出顶层谋划和设
计，明确了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方向与目标。

从阿尔法狗“惊艳亮相”到资本在人工智能风
口“高歌突进”，一个共识愈发清晰：“加快发展新
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必须加快推动我
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为赢得全球科技竞
争主动权创造有利条件。

人工智能带来创新发展的重大机遇，而我国
在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核心算法、高端芯片等方
面，原始创新成果还比较少，还没有形成有国际影
响力的生态圈和产业链，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短
板。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应以关键核心技术
为主攻方向，夯实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
必须坚持以需求引领发展，强化基础研究和基础
设施，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大力加强人才培
养。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仍然处于“婴儿期”，拥有
巨大成长空间。人工智能在产业升级、产品开发、
服务创新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技术优势，应加强人
工智能和产业发展融合，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
能，以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各产业变革，促进人工智
能同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萌萌的Hello Kitty，呆呆的“小胖”，幽默的
“优优”……2018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一大波可爱
俏皮的机器人闪亮登场，“TA们”悄然走进人类生
活，展现了以往所无法想象的智能生活。

在《未来简史》一书中，作者为人们描绘了这
样一幅场景：“人工智能从你出生那天就认识你，
读过你所有的电子邮件，听过你所有电话录音，知
道你最爱的电影……”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万物智慧互联，未来有着
巨大的发展空间。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
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和生
活方式，人工智能方兴未艾、正当时。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