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食广场
入夜飘香
近日，在儋州市国新美食广

场，人头攒动、美食飘香。该广
场是儋州市“一创两建”美食示
范广场，于今年10月份试营业。

为进一步提升儋州市综合
形象和城市管理水平，儋州大力
发展传统夜市经济，打造国新美
食广场，重振儋州老城商业经
济，进一步提高社区的文明创建
水平。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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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严禁大操大办回娘家聚会

狠刹铺张浪费之风
本报临城12月13日电（记者刘梦晓 特约记

者吴孝俊 通讯员符开炳 罗明楷）外嫁女回娘家
相聚，本是件好事。然而，在临高县一些地方已演
变成隐性“摊派”。针对这种铺张浪费的歪风，临
高县纪委监委印发十条禁令，引导广大群众讲文
明、树新风。

临高县纪委监委日前印发《关于纠正大操大
办外嫁女回娘家聚会不正之风的通知》，要求全
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公职人员、村组干部，在
举办外嫁女回娘家聚会活动期间，必须做到十
个严禁：严禁各村（居）党支部、村（居）委会、村
小组以组织的名义组织或参与外嫁女回娘家聚
会活动；严禁各级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村组干
部参与组织外嫁女回娘家聚会活动；严禁各级
组织和领导干部以任何方式邀请管理和服务对
象、下属单位干部职工参加外嫁女回娘家聚会
活动，收受管理或服务对象的礼金；严禁村（居）
组干部以组织外嫁女回娘家聚会活动名义向企
业和服务对象拉赞助；严禁动用公款、公物等公
共资源资助外嫁女回娘家聚会活动；严禁以单
位名义向外嫁女回娘家聚会活动赠送礼金、礼
品；严禁将参加外嫁女回娘家聚会活动费用在
本单位或其他单位变相报销；严禁挪用、侵占外
嫁女回娘家聚会活动集资款；严禁因参加外嫁
女回娘家聚会活动影响正常公务活动、工作秩
序和社会秩序；严禁大操大办及举办有损社会
公德的外嫁女回娘家聚会活动。

西岸快讯

短评

洋浦禁毒协会成立
系我省首个市县区级禁毒协会

本报洋浦12月13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邓明辉）为进一步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整合各方资
源，不断推进禁毒工作社会化、常态化发展，日前，
洋浦经济开发区禁毒协会成立。据悉，这是我省
首个市县区级禁毒协会。

洋浦禁毒协会为社会组织，经洋浦社会发展
局批准成立。协会以宣传党和政府的禁毒方针、
政策，团结与联络热爱、关心禁毒工作的社会力量
为宗旨，组织开展各类群众性的毒品预防、宣传教
育、戒毒康复等社会化禁毒工作，并以“凝聚社会
力量，服务禁毒事业”作为目标，为打造共治、共
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贡献力量。

洋浦禁毒协会会长王广明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协会目前有成员64人，初期将以开展禁毒宣
传教育为工作重点，同时向其他有先进做法的地
区学习。作为洋浦禁毒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禁
毒队伍的有益补充，禁毒协会将成为社会各界及
广大群众参与禁毒斗争的纽带。儋州重奖举报电信网络诈骗

285人获奖励

本报那大12月13日电（记者周
月光 通讯员 廖伟生 赵细军）打击
电信网络诈骗，儋州市发动群防群
治，重奖举报，到今年11月，累计奖
励740.2万元。

为铲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土壤，
今年10月，儋州实施“七个一律”严打
措施：对涉案财产一律清查追缴；对
利用赃款建房的一律拆除；对较大以
上存款不能说明来源的一律冻结；一
律取消政策性优惠补贴（助），停止城
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一律将重点人
员列入失信人员名单，限制乘坐飞机
等高消费行为；运营商、金融机构对
重点人员办理业务严格控制，一律只
允许申请一个手机号码、一个银行账
号；建立重点人员一律实行每周行踪
报告制度，禁止重点人员出国出境。

据统计，儋州市今年共刑拘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356名，打掉团
伙54个，端掉窝点75处，破案506
起，抓获网上逃犯122人，缴获赃款
44.79万元，冻结涉案资金263.82万
元。为推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
犯罪深入广泛开展，儋州市2016年
就制定举报奖励办法，最高奖励50
万元。到今年11月，累计奖励有功
人员285名及2个单位，共发出奖金
740.2万元。

雷霆出击
聚焦十四类重点问题

今年10月8日，儋州市扫黑办
接到群众举报：在排浦镇龙山农场
十二队，有一伙人大面积非法开采
砂土，破坏生态环境，扰乱市场秩
序。儋州市公安局生态警察支队雷
霆出击，经过连续11天的蹲点，掌握
涉案人员结构，固定违法犯罪证
据。11月12日，警方一举破获以金
某某为首的非法采砂案，抓获犯罪
嫌疑人20名，扣押洗砂设备一套、拉
土卡车5辆等作案工具。

以梁某某为头目、李某某、张某
某等犯罪嫌疑人为骨干成员，纠集
王某、李某某、余某某、许某等人组
成的犯罪团伙，长期盘踞在那大城
区，多次殴打他人、打砸他人汽车，
企图垄断儋州至东方、乐东、三亚等
西线运输干线客源，给从事运输行
业的个体经营户带来恐慌。儋州市
扫黑办接到群众举报，组织成立由
刑警重案大队为主要侦办力量的专
案组，经过1个多月奋战，成功抓捕
以梁某某为头目的恶势力犯罪团伙
9人。

扫黑除恶行动开展以来，儋州
市按照中央和省规定的十类重点打
击内容，聚焦影响儋州大局稳定、影
响儋州人民安全感、影响儋州营商
环境、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的突
出问题，进一步充实细化为十四类
打击整治内容，确保打得准、打出实
效。在此基础上，该市扫黑办、反电

诈办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市公安局
坚持严打开路，对黑恶犯罪行为实
施严厉精准打击；市委政法委坚持
综合治理，最大限度挤压黑恶势力
滋生空间，推动专项斗争取得实实
在在的战果。

据统计，今年2月至11月，儋州
全市共打掉黑恶势力犯罪团伙13
个，包括2个“运霸”团伙、2个“砂
霸”团伙、4个“村霸”团伙；共破获涉
恶案件112宗，抓获136名犯罪嫌疑
人；打掉非法采砂团伙6个，抓获非
法采砂团伙45人，破案14起。

此外，儋州市加大对“保护伞”
线索的深挖力度，目前儋州市纪委
监委共收到涉黑涉恶“保护伞”的信
访举报及问题线索38条，立案5件8
人。初步查实，今年9月至11月，儋
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某大队负责
人刘某某及农业综合执法支队某组
组长麦某某，多次收受非法采砂团
伙好处费，充当非法采砂团伙“保护
伞”，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帮助其
逃避处罚。

高度重视
安排专项经费6490万元

儋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扫
黑除恶行动，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
度，坚定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决心和意志。

今年2月28日，儋州市成立市
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实行
双组长制，市委书记袁光平和市长
朱洪武担任组长，确保打好专项斗

争的主动仗；从政法委、公检法司等
部门抽调13名精干人员组成专班全
脱产、实体化办公，在政法、行政、纪
检监察和组织部门之间搭建案件办
理和线索移交“绿色通道”，确保打
好专项斗争的整体仗。

儋州市委、市政府把专项斗争
列入常委会、常务会重要议事日程，
及时研究实施方案、行动计划、经费
保障、技术装备、队伍建设、基层基
础建设等重要问题。今年9月，儋州
市研判当前全国和该市反电信网络
诈骗形势，将电信网络诈骗作为“软
恶”，与专项斗争结合起来，开展百
日攻坚战；将专项斗争纳入综治考
评的重要内容，强化刚性问责，狠抓
责任落实。

袁光平先后15次组织召开市委
常委会或专题会，3次到市扫黑办检
查指导工作，3次向省领导汇报专项
斗争和反电诈进展情况；朱洪武多次
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共核准拨
出工作经费6490万元（含打击电诈
经费），批复成立公安局生态警察支
队，在公安局刑警支队增设有组织犯
罪侦查大队。

儋州市建立健全协同作战机
制，各级各部门上下一心、齐抓共
管。该市扫黑办制定完善线索摸排
核查协作联动机制、公检法司联动
机制、成员单位齐抓共管机制、组织
纪检联动机制等，形成各负其责、依
法履职、密切配合、通力协作的工作
格局。

儋州市扫黑办收集到线索后，
安排公安等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核

查，要求做到“线索必核，核必见
底”，共排查线索199条，其中各镇、
各成员单位上报摸排涉黑恶线索
132条，受理群众举报线索39条，省
扫黑办下发线索24条，中央巡视组
交办线索4条，通过线索排查打掉涉
黑涉恶团伙5个。

在构建公检法司联动机制中，
对有价值的线索和案件，由儋州市
扫黑办向公检法发督办通知书，落
实严打“四个一律”：对在押犯罪嫌
疑人一律不得取保候审；对作案银
行卡上来源不明的资金一律按违法
所得认定；对涉案财物一律追缴；对
涉黑涉恶犯罪分子一律从重打击。

在落实纪检部门与组织部门联
动机制中，儋州市扫黑办将问题线
索分门别类移送该市纪委监委与组
织部，确保对每起涉黑涉恶违法犯
罪案件都及时深挖背后腐败问题，
及时整顿和巩固基层政权。13名不
胜任、不合格、不称职的村党支部书
记被先后调整。

再接再厉
强化问题导向打赢攻坚仗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深化加
强，儋州市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全市
街头两抢一盗案件从原来每月发案
100余宗，下降到每月发案10余宗；
机票改签类电信诈骗案件由2015
年底每月发案638起，至今年11月
降至日发案两三起。

11月22日，省委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督导组到儋州市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督导。经过10余天检查，
省委督导组指出，儋州市严格按照中
央、省委的工作部署要求，贯彻落实

“一把手”负责制，成立以市委书记为
组长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
安排6490万元作为工作保障经费，
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形成
了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

省委督导组也指出，儋州扫黑除
恶工作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
在深挖彻查力度不够、打击效果不
佳、线索摸排力度不够、打击“保护
伞”力度不够，治乱治差水平仍有待
提高，宗族宗派势力一定程度存在，
基层党组织建设仍需加强等。

对今后儋州扫黑除恶工作，省
委督导组提出，要继续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专项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
感，强化线索深度摸排，激发群众参
与热情，聚焦打击重点，强化专案突
破，要加强整体联动，强化协作配
合，强化专项斗争和社会综合治理
的有机结合，全面提高儋州治乱水
平，建议增加政法专项编制，及时充
实政法队伍力量，缓解案多人少的
矛盾。

袁光平表示，将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始终拧紧思想发条，对省委
督导组通报的问题，坚决按照整改
要求，强化问题导向，始终扣住行动
准星，抓好贯彻落实，查办一批影响
大、震动大、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
恶典型案件，提升群众安全感、获得
感，全力打好打赢扫黑除恶这场攻
坚仗、民心仗、政治仗。

（本报那大12月13日电）

利剑扫黑 重拳除恶

儋州铲除13个黑恶势力团伙

儋州多部门帮扶“瘾君子”

353人稳定就业
本报那大12月 13日电（记者周月光 通讯

员 俞燕勇）吸毒人员彻底戒毒，必须成功融入社
会。儋州市禁毒办联合就业、财政、民政等部门，
两年使353名曾经的“瘾君子”稳定就业，并成功
融入社会。

35岁的符成（化名）是儋州市白马井镇人，曾
经是一家大公司的销售员，年收入10多万元。
2015年，他参加朋友聚会，染上毒品不能自拔，被
关进监狱两年，妻离子散。今年初，他走出监狱，
在社区和儋州有关部门的帮助和鼓励下，筹资创
办了一家生产床上用品的工厂，今年销售额200
万元。“因为有事做，每天都很忙，现在我彻底离开
了毒品。”符成说。

吸毒人员自卑、敏感，不容易被社会重新接受，
强制戒毒期满后，如果不能及时就业，很有可能再
次染毒。儋州市禁毒办主任周有武说，儋州市对贩
毒吸毒保持高压严打的同时，组织多个部门联合行
动，千方百计帮助“瘾君子”及时稳定就业。

重点项目建设前11月累计完成投资
102.7亿元

儋州提前完成年度目标
本报那大12月13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李珂）12月1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儋州市重点项
目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儋州市重点
办”）获悉，今年1月至11月，儋州29个重点项目
累计完成投资102.7亿元，已超过年度投资计划
102亿元，14个新建项目已有7个项目开工建设，
重点项目建设总体呈现稳步推进态势。

儋州市重点办的通报显示，从投资结构看，儋
州产业项目总体完成良好。重点产业项目10个，
年度计划投资64.8亿元，1月至11月累计投资
79.7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123.1%；“五网”基础
设施项目8个，年度计划投资21亿元，1月至11月
累计投资16.5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78.6%。

从投资主体看，政府投资项目18个，年度计划
投资32.4亿元，1月至11月累计投资19.6亿元，完
成年度计划的60.5%；社会投资项目11个，年度计
划投资69.9亿元，1月至11月累计投资83.1亿元，
完成年度计划的118.4%。社会投资项目占累计投
资额的80.9%，且完成度快于政府投资项目，表明
市场主体活力被激发出来。

儋州市重点办主任莫运伟表示，儋州通过出
台政策，精简审批环节，减少审批事项，优化投资
环境。同时，充分发挥资源、区位优势，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企业前来投资兴业，重点项目建设提速
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本报那大12月13日电（记者
周月光 通讯员 廖伟生 赵细军）

“我们计划明年更新300亩橡胶林，
后年再更新300亩橡胶林。”12月
13日，位于儋州市和庆镇的海垦海
胶西联分公司经理戚好军说，“这片
橡胶林，早该更新了，但我们一直犹
豫不决，因为有伙‘村霸’多次砍毁
新种的橡胶苗，现在，这伙‘村霸’被
打掉，我们可以安心生产了。”

2010年11月，海垦海胶西联分
公司在西流作业区四区二队种植的

2900多株橡胶苗，在夜间被人恶意
破坏性折断，损失3万多元。该公司
重新种植，但橡胶苗长到快1米高
时，2013年5月，又在夜间被人恶意
破坏性折断，损失6万多元。该公司
再次重新种植，2015年1月，橡胶苗
又在夜间被人恶意破坏性折断，损
失近5万元。2018年1月，该公司
重新种植的橡胶苗第4次在夜间被
人恶意破坏性折断，损失8万多元。

“每次新种的橡胶苗长到1米
高左右，就会有人来折断，搞得我们

都怕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戚好军
说，公司在附近还有大片的老橡胶
林，早该砍掉种新苗，但因为有人搞
破坏，一直不敢更新。

接报后，西流派出所将上述4
起故意毁坏财物、破坏生产经营的
案件作为涉恶犯罪团伙线索上报。
儋州市扫黑办高度重视，组织成立
由刑警支队为主办力量的专案组，
市委常委、公安局长担任专案组长，
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任副组长，部
署开展侦办此案工作。

专案组初步查明，戚好军说的
搞破坏的人，是以盘某某为首，以
王某、黄某某等为骨干的恶势力犯
罪团伙。盘某某是儋州市和庆镇
高洋村村长，为达到强占海垦海胶
分公司西流作业区在高洋岭的种
植用地，自2010年起，笼络王某、
黄某某等一批村民，长期在高洋村
一带为非作歹，多次采用暴力手段
破坏橡胶林，逐步形成恶势力犯罪
团伙，成员共 7人。目前，已有 6
人被抓获并刑拘。

扫黑除恶 群众拍手称快

儋州端掉一个恶意破坏橡胶林犯罪团伙

“打掉‘村霸’，我们可以安心生产了”

扫黑除恶进行时

■ 周月光

“打掉‘村霸’，我们可以安心生
产了。”“扫黑除恶，大快人心，我真心
感谢党和政府铲除黑恶团伙。”儋州
市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记者
采访所到之处，群众都拍手称快。

黑恶不扫，社会难稳；黑恶不除，
民心难安。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击

的是黑恶势力，净化的是社会生态，保
护的是群众利益，赢得的是党心民心。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儋州市从
并不宽裕的财政中拿出 6000 多万
元，作为专项斗争保障经费。这样
做是值得的。群众拍手称快的工
作，怎么重视都不为过。也正因为
这样大的支持力度，儋州市的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才会扎实推进，短短9
个月铲除13个黑恶犯罪团伙。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儋州市按

照中央和省委规定的十类重点打击
内容，聚焦影响儋州大局稳定、影响
儋州人民安全感、影响儋州营商环
境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充实细化为
十四类打击整治内容，确保打得准、
打出实效。为使专项斗争做到快、
准、狠，儋州市还结合地方实际，创
造性成立公安局生态警察支队、在
公安局刑警支队增设有组织犯罪侦
查大队，对黑恶犯罪行为实施严厉
精准打击，构建专项斗争长效机制。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儋州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如深挖彻查力度不够、打击“保护
伞”力度不够等。我们相信，只要坚
持以人民群众满意为唯一标准，坚
持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
坚持依法严惩与源头治理相结合，
坚持扫黑除恶与深挖“保护伞”相结
合，儋州就能取得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全面胜利，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就会不断增强。

“扫黑除恶，大快人心，我真心感谢党和政府铲除黑恶团伙。”高利平是客车司机，常年驾驶大巴车往返儋州市和三亚市。去年，他
被“车霸”袭击3次，他的车被砸4次。“以前，我出门都要左右观察一下，出车时都要拿几块砖放在身边，我被打怕了。”高利平说，让他
担惊受怕的“车霸”在扫黑除恶行动中被儋州市公安局铲除。现在，他每天可以安心驾车了。

今年2月份以来，儋州市根据中央、省委部署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并把此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依法严惩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深
挖彻查关系网、“保护伞”，坚持综合治理，净一方土壤，取得阶段性成果。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通讯员 廖伟生 赵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