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黑除恶进行时

短评

码上读

扫码观看视频，了解
民警救火经过。

本省新闻 2019年11月20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苏庆明 美编：陈海冰A04 综合

■■■■■ ■■■■■ ■■■■■

“奔跑海南”文昌站
报名今日12时截止
22日-23日领取装备

本报文城11月19日电（记者李佳飞）2019
“奔跑海南”环岛全民健跑（文昌站）活动将于本
月24日早上8时开跑。11月19日，海南日报记
者从组委会获悉，本次活动现已进入最后报名阶
段，报名通道将于11月20日中午12时关闭。截
至11月19日下午4时，个人组和亲子组报名人
数均已满额，情侣组仅剩58个名额。

据悉，参赛者可凭借报名成功短信并根据短
信指引于11月22日、23日10时至18时前往文
昌排球馆领取参赛装备，于24日参与赛事。参
赛装备包含参赛T恤、号码簿、芯片（10公里）、
抽绳包、参赛指南等物品。

活动当天，所有参赛选手须穿着组委会提供
的参赛T恤和自备的运动鞋及其他辅助装备参
加比赛，并将参赛号码布固定于前胸正面指定位
置。参加个人组10公里的选手须佩戴含芯片的
号码簿，通过统一的计时系统进行完赛计时，现
场将设有赛事裁判，进行赛事监督。组委会保留
因参赛选手号码布不符合规定而取消其参赛资
格、比赛成绩的权利。

为了保证参赛运动员比赛安全、顺利，比赛
期间比赛路线各段设关门时间，5公里关门时间
为起跑后60分钟，10公里关门时间为起跑后
120分钟，关门时间到后，将由沿途志愿者、安保
人员通知参赛选手。在规定的关门时间内，未跑
完对应距离的参赛者应立即停止比赛，退出赛
道，以免发生危险。

关注“奔跑海南”
环岛全民健跑（文昌站）

■ 本报记者 袁宇 通讯员 冼才华

“感谢民警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救
了我！”11月19日凌晨，经历一场火
灾惊魂后，家住市区爱华路的琼海市
民小马心里充满暖意。

时针拨回到当天零时。琼海市公
安局巡特警大队辅警路管员谭志平如
往常一样下夜班回家，正当他骑车经
过爱华路与教育路十字路口时，突然
听到身后有人喊“快来人，失火了！”

“当时就看到一楼有火苗和浓烟
往外窜。”谭志平说，听到喊声，他连忙
回头，一看吓了一跳，马路边有一幢5
层高的居民楼失火了，一些群众正在
呼喊求助。见状他没有犹豫，立即将
摩托车停在路边然后跑向着火点。

谭志平一边跑，一边掏出手机拍
了一张现场图片发送给正在值班的同
事，第一时间通报险情。谭志平说，跑

近了他才发现是一楼楼道起火，“现场
已经有群众正用水桶提水灭火，我赶
紧上去帮忙。”

一些商户也拉出铺面里的消防水
管，谭志平和大伙联手，用了五六分钟
才将明火控制，但是烟雾依然很大。
控制了火情后，谭志平开始询问有无
居民被困。

“这个时候我就听到头顶上有人
呼救。”谭志平回忆道，他抬头一看，发
现居民楼三楼窗户的防盗网上有个年
轻姑娘正在呼救。此时，整个楼道都
被浓烟封锁，但他没有丝毫犹豫，马上
冲进了浓烟滚滚的居民楼。

楼道内火星飞舞，烟尘滚滚，几乎
令谭志平窒息，但他顾不得浓烟与火
星，捂着鼻子便快步冲上三楼，并顺利
地找到了被困的女子。

“我当时吓蒙了，眼镜也找不到
了，满屋子都是烟雾，多亏了大哥哥背
我下楼。”获救的女子就是小马，她回
忆起当时的情景后热泪盈眶，她说，谭
志平见她被火情吓蒙，主动将她背下

楼，“后来我发现，他的帽子都被烧了
一个洞，很感激他来救我。”

就在谭志平背出小马后，琼海市
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正在巡逻的民警黎
育宁和辅警李帅、李盛、吴清正也赶到
现场，黎育宁带着三人冲上楼依次敲
门，疏散被困人员。当时，正值轮休期
间的博鳌消防大队参谋唐明帅路过这
里，也冲上楼联手做疏散工作，四楼的
2名群众被及时引导下了楼。

就在大家松了一口气的时候，楼
下突然有人哭喊起来：“楼上还有孩
子，在501房！”黎育宁、唐明帅等连忙
往五楼寻找，由于烟雾较大，黎育宁拿
着警用手电筒也只能看一米多远。

“我们就弯着腰，用电筒照着地
面，摸去501房间。”黎育宁说，进入
501 房间后也看不清房间内的状
况，最后循着房间内嘶哑的哭声才
在床上找到被困的孩子，“男婴大
约1岁多。”

黎育宁和唐明帅联手将孩子抱下
楼，随后孩子被家人送往医院检查，所

幸孩子无大碍。当晚，由于谭志平等
人灭火抢救及时，接警的消防人员赶
到时，现场已没有了明火，浓烟也消
散了许多，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
悉，这起火情是从一楼杂货架起火，
主要燃烧的物质为燃气灶、枕头、纸

箱等杂物。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

威胁时，我们肯定是不会退缩的。”
谈及和同事不顾个人安危救人时，
谭志平说。

（本报嘉积11月19日电）

琼海一居民楼深夜失火，民警和辅警不顾个人安危奋力救出受困民众

浓烟令人窒息，他们逆火前行
海南正能量

本报海口 11月 19 日讯 （记者
金昌波）海南日报记者11月19日从
省检察院获悉，近期，被告人王绍
章、王恩师等20人涉嫌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寻衅滋事、强
迫交易等多个罪名一案，由海口市
人民检察院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

海口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

2010年以来，海口市观澜湖地区大开
发，带动龙华区龙泉镇国扬村地区土
地升值。被告人王绍章为侵吞国扬村
地区土地，凭借其早年在琼山区府城
一带经商获取的经济实力，以宗亲关
系为纽带，相继纠集王恩师、王恩科、
陈延基、王生伟、王时恒、王安康等人，
采取暴力、威胁、恐吓等手段，在国扬
村地区多次实施寻衅滋事、强迫交易、

故意毁坏财物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
动，欺压、残害百姓；以暴力、贿选的手
段，当选村委会副主任，把持农村基层
政权，垄断农村土地资源，严重破坏了
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依法应
当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强
迫交易罪、职务侵占罪、窝藏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海口王绍章等20人犯罪团伙被公诉
本报海口11月19日讯（记者

金昌波）海南日报记者11月 19日
从省检察院获悉，日前，文昌市人民
检察院依法以涉嫌组织、领导、参加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对林宏、周安
球等37人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经查，自1995年以来，以林宏
为首、以周安球等为骨干成员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集团，长期盘踞
在文昌市冯坡镇、翁田镇一带，实
施故意杀人、抢劫、强奸、聚众斗
殴、寻衅滋事、非法持有枪支、敲诈
勒索、开设赌场、非法采矿、非法侵
入住宅、非法占用农用地等一系列
违法犯罪行为，严重破坏当地经
济、社会秩序，具有严重的社会危
害性。

文昌林宏等37人犯罪团伙被逮捕

省公安厅海岸警察
前10月查破案件4222起

本报海口11月19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
田昱 代龙超）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海南省公安厅
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了解到，今年以来，该总队
全省各支队不断加强沿海治安管理，严密船舶岸
线防控，统筹推进维护政治安全、社会稳定各项工
作，共查破各类案件4222起，圆满完成了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大庆安保维稳等各项任务，有力维护
了沿海地区的和谐稳定。

截至10月31日，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
备组）各级共破获刑事案件978起，查处治安行政
案件3244起，抓获93名在逃人员；查处船舶违法
违规案件383起，侦破毒品案件319起，刑拘毒品
犯罪嫌疑人550名，缴获各类毒品4059.967克；
破获部级毒品目标案件3起，省级毒品目标案件
12起，重特大案件3起。

今年以来，该总队（筹备组）深入推进扫黑除
恶和“云剑”专项追逃行动，统筹开展“枫桥式公安
派出所”创建，“双岸长制”运行等机制创新，全力
以赴开展禁毒大会战，部署开展“毒品大堵截”专
项行动，强化沿海专群结合的禁毒防控工作，织密
沿海一线人民禁毒防线，深入推进各项禁毒工
作。同时，全力做好岸线管控和船舶治安管理。

◀上接A01版

丰富形式，将学习全会
精神融入主题教育

近日，屯昌县委宣传部组织开展
“理论宣讲”文艺轻骑兵下乡巡演活
动，该县文联工作人员、文化志愿者以
歌舞、小品等形式，围绕主题教育相关
知识要点，并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以及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重
点工作，自编自导了农村党员群众喜
闻乐见的文艺精品节目，达到了寓教
于乐的目的。

省委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列入主
题教育必学内容，及时召开省委常委
会议、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
习会传达学习，迅速出台贯彻意见和
宣传宣讲方案，刘赐贵等省领导也带
头深入基层宣讲四中全会精神。

在省委的示范带动下，全省第二
批单位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通过
自学、集中研讨等方式，继续深学细悟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跟进学习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不断加深对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总体要求的认识。
目前，第二批单位县处级以上领导班
子都开展了不少于5天的学习研讨。

同时，各市县各部门各单位还继

续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琼崖革命体验
教育等，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理论学习
取得新收获、初心使命受到新淬炼。

海口等市县通过开设党员课堂、
举办“我的初心”党员故事会、开展发
掘“红色宝藏”行动等“一课、一会、一
宝藏”系列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弘扬革命传统和斗争精神。

儋州等市县运用儋州调声、快闪
活动等基层党员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深入宣传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让学习教育融入生
活、贴近群众。

特别是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
公室依托南海网举办的“微党课”大
赛，得到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的高度关注和踊跃参与。共有362个
作品参加网络评选，短短5天内访问
量超过456万次，评选投票达165万
张，近期评选出40个优秀作品。

深入调查研究，为海南
改革发展建言献策

“现有的市政道路，与规划中的自
行车赛道有两个交叉节点，建涵洞还
是建低斜度的桥梁，哪个方案更合
理？”最近几天，白沙黎族自治县自规
局、旅文局、住建局的相关负责人，都
会在下班后来到该县牙叉镇南叉河

畔，沿着白沙文体中心旁2.5公里长
的环形赛道进行徒步调查。

这是白沙在打造文体山城，推进
牙叉体育小镇建设过程中，开展的一
次实地调查研究，目的是确定科学合
理的建设方案，高标准、高质量推进牙
叉体育小镇建设，加速促进白沙文体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近日，各市县结合学习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聚焦营商环境、
产业结构、园区发展、基层治理、教育医
疗等事关改革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开展调研。其中，三亚、陵水
等市县通过“候鸟”党员服务站，组织“候
鸟”人才党员开展服务社会活动，为海南
改革发展建言献策、发光发热。

各高校也在紧扣学校党的建设、
三全育人、学科建设、学生社团管理、
后勤服务等事关学校发展的关键问题
和师生切身利益问题开展调研。其
中，海南师范大学通过调研，总结梳理
出“党员入党再教育”“党建进宿舍”

“课程思政”等特色工作经验。
目前，第二批单位县处级以上领

导班子成员基本完成了调研任务，取
得有质量的调研成果800多个。

与此同时，各市县各部门各单位
正在认真对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普遍立足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大局，多措并举开门查摆不足，并召开
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检视问

题。截至目前，第二批单位县处级以
上领导班子征集到意见建议3100多
条，并同步列出问题整改清单抓落实。

对照全会精神，持续整
改抓落实

在第二批主题教育中，我省始终
把落实专项整治和深化措施作为“重
头戏”，切实做好整改落实的“后半篇
文章”，持续整改整治，着力提升主题
教育的整体质效。

我省以中央部署的8个专项整治
为“牛鼻子”带动整改，以销号管理、半
月专报、月汇报三项制度倒逼整改，持
续对“8+2+3+2”专项整治和深化措
施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查、对账销
号。目前已解决了一批关系海南发展
大局和群众急难愁盼的突出问题。

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从
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问题整
改清单、专项整治和深化措施、“两个
确保”百日大行动中进一步梳理出需
要第二批单位承接整改的任务，跑好
前后衔接整改的“接力赛”——

省和市县的纪委监委联动整治漠
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目前共查处问
题300余起，处理500余人；

省扶贫办落实2019年脱贫攻坚
大比武责任追究实施方案，各市县承
接落实，其中万宁市对全市2000多名

帮扶责任人进行了培训。
第二批单位也认真查找“病症在

下面、病根在上面”的问题，积极向上
级部门反馈，做到下面“点单”、上面

“接单”——
琼海、临高等市县卫健部门查摆出

群众申领出生医学证明手续繁琐的问
题，省卫健委高度重视，迅速推出“互联
网+出生证”模式，目前群众通过微信、
APP就可申领出生证，平均办理时间由
15分钟缩短至3分钟；省自然资源和规
划厅针对部分市县反映的不动产服务
窗口工作方法有待改进的问题，认真研
究出台海南省不动产统一登记办事指
南，将大部分事项压缩至3个工作日内
办结，办事承诺时间大幅压减。

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表示，当前，第二批主题教育
已经进入冲刺阶段。下一步，我省将
把开展主题教育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
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
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紧密结合起来，将“两个确保”百日
大行动、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等重点工作作为主题
教育的重要实践载体，抓好第二批主
题教育后续有关工作，以主题教育的
成效持续引领海南自贸试验区、自贸
港的健康发展。

（本报海口11月19日讯）

以实干践行使命 凝聚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强大动力

临高启动
县委第九轮巡察工作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朱炜）日前，中
共临高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十三届县委第
九轮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暨培训会，启动十三届
县委第九轮巡察工作。本轮巡察县委共派出四个
巡察组，采取“一托三”的方式，对县社会保险服务
中心等12个单位党组织开展为期一个半月左右
的常规巡察。

据临高县委巡察办负责人介绍，此次巡察根
据中央、省委对近期巡视巡察工作的新部署、新精
神，重点发现和推动解决党中央大政方针在基层贯
彻落实不到位不到底的问题和群众身边的腐败和
作风问题，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为
加快建设富裕、文明、美丽临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据了解，巡察组于11月15日开始对县社会
保险服务中心、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服务中心等
12家单位党组织开展为期一个半月的常规巡
察。巡察工作分为巡察准备、驻点巡察、巡察报
告、巡察反馈和线索移交、问题整改五个阶段。

浓烟滚滚之间，琼海民警和辅警
不曾犹豫，冲入火场，救出数人。在向
危险奔去的那一瞬间，他们早已忘记
了个人的安危，只记得守护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那名被救的男婴或许还分辨不出恩
人的模样，但勇士向险而去、迎难而上的
身影将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越发清晰、
闪亮，你们敢于担当、无私无畏的精神也
值得更多人学习。向这些最美逆行者学

习，就是要像他们一样把群众装在心头，
把责任扛在肩上，时刻准备着为人民群
众利益挺身而出。这是诠释责任担当、
不忘初心使命的生动教材。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他们。人
民警察、辅警、消防官兵，在危险袭来
之时以血肉之躯为人民群众打开生命
的通道。他们用行动证明，担当与责
任、忠诚与热爱，永远比燃烧的火焰更
加热烈。

最美逆行诠释责任担当

本组图片均由琼海警方提供

⬆ 琼海市公安局巡特警大
队辅警路管员谭志平介绍灭火
救人经过。

➡ 居民楼楼道起火。

⬆ 民警看望获救幼童。

⬆ 谭志平的帽子被烧了个洞。

2年处置灾情32起

白沙邦溪专职消防站
破解“远水救不了近火”

本报牙叉11月19日电（记者良子 通讯员张
昌琼）11月1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白沙黎族自治
县消防救援大队获悉，邦溪专职消防站成立至今共
处置灾害事故32起，对辖区及周边乡镇进行消防
执勤保卫26余次，抢救被困群众8人次，挽回财产
损失20万元，解决了“远水救不了近火”问题，有力
保障邦溪辖区及周边乡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邦溪镇位于白沙西北部，周边毗邻七坊、金波
和芙蓉田等乡镇，距离县城较远，山路崎岖，周边
乡镇人口密集，工业厂房分布较集中，火灾和交通
事故频发，随着经济发展，外来人口增长，县城消
防队“远水救不了近火”问题十分突出。

为解决这一问题，邦溪政府专职消防站在省
消防救援总队和白沙县委县政府全力支持下，于
2017年底建成揭牌，开启了守护邦溪、芙蓉田和
七坊等五个乡镇的灭火救援和执勤保卫任务。

邦溪政府专职消防站已开展消防安全演练
100余次，排查社会单位600余家，逐步完善了消
防安全基础工作，为辖区及周边乡镇的消防安全
形势持续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