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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清理
12个非法囤砂点

本报八所1月19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
张洵）海南日报记者1月19日从东方市公安局获
悉，为有效遏制非法采砂乱象，保护自然生态环
境，2019年至今，东方市查处非法采砂行政案件
86起，行政拘留违法嫌疑人198人，侦破涉砂刑
事案件 10起，刑事拘留 39人，目前 24人被起
诉。同时，清理12个非法囤砂点，清理非法囤砂
8504.38立方米。

一年来，东方市公安局坚决以零容忍的态度
严厉打击非法采砂，重拳整治涉黑涉恶涉霸行为，
深挖背后“保护伞”，并联合市水务局、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等职能部门及各乡镇政府，联合执法118
次，查扣各类车辆264部、采砂船6艘，烧毁抽砂
浮台35台。

同时，东方市注重从源头根治非法采砂，深挖
非法囤砂点。2019年2月11日，由东方市公安局
牵头，联合市水务局、市工商局，在三家镇政府和
三家派出所的配合下，查获玉雄村非法囤砂点1
个，清理非法囤砂320立方米；2019年6月7日，
接到东方市扫黑办移交的关于卢某三涉嫌非法采
矿核查线索，经调查鉴定，东方市公安局清理卢某
三2个非法囤砂点。

东方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发挥
属地管理优势，制定切实可行的河道巡查和多部
门联动工作机制。同时，加大非法囤砂点的清理
整治力度，从源头上根治非法采砂。

捣毁10处
电信诈骗窝点

本报讯（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苏晶）为严厉打
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全面净化网络环境。东方
市公安局近日组织情报、刑侦、网监、经侦、禁毒、
反诈、各派出所等部门开展“雷霆四号”第二次集
中收网行动，成功捣毁10个电信诈骗窝点，抓获
犯罪嫌疑人22名，查获电脑68台，存储器26个，
手机22部。

按照东方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党委的统
一部署，东方市成立以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刘殚
为领导小组组长，公安局政委李峰为常务副组长，
其他班子成员为副组长的合成作战领导小组，情
报、刑侦、网监、经侦、禁毒、反诈、各派出所等部门
为合成作战小组成员，构建合成作战组织体系，充
分利用资源优势，形成强大合力。

经合成作战小组成员前期对案件线索进行全
面摸排、分析研判，最终锁定一批犯罪嫌疑人的身
份信息和电信诈骗窝点，东方市公安局迅速行动，
共出动警力60余人，全面打响“雷霆四号”第二次
集中收网行动。

东方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集中
收网行动，有助于铲除电信诈骗滋生土壤，能有
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生，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的财产安全。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打掉跨市流窜
盗窃摩托车团伙

本报八所1月19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
苏晶）海南日报记者1月19日从东方市公安局
获悉，东方市日前成功打掉一个跨市流窜盗窃
摩托车团伙，抓获盗窃摩托车犯罪嫌疑人2名，
侦破系列跨市流窜盗窃摩托车案21起，有效打
压盗窃摩托车案件高发势头，切实保护群众财
产安全。

据了解，2019年1月至今，东方市城区内发
生多起摩托车盗窃案，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稳定。
为及时惩治犯罪分子，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东
方市公安局情报中心通过综合研判分析和大量走
访群众，发现一儋州籍盗窃团伙多次到东方市内
盗窃摩托车，该团伙分工明确，逃跑路线隐蔽，反
侦察意识较强。

随后，办案民警综合运用多种侦查手段开展
调查，发现该团伙盗窃摩托车成功后往儋州方向
逃跑。在掌握了该摩托车盗窃团伙人员身份信息
后，东方市公安局情报中心迅速联合刑侦部门组
成抓捕行动小组，驱车赶往儋州市对该团伙进行
抓捕，并于1月10日22时许在儋州市一网吧内成
功抓获陈某伟和谢某伟2名嫌疑人。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陈某伟和谢某伟供述
2019年1月至今，其在东方市城区内参与盗窃摩
托车21辆，所盗得摩托车全部销赃在儋州市海头
镇。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通讯员 吴运峰

“多亏了市公安民警，不然的话，
我不可能找回被骗的2万多元。”1月
15日，东方市民谢先生感激地说。

去年7月，诈骗分子利用虚假网站
诱导他购买低价抖音币，并不断诱骗他
向抖音币充值，一共套取了2万余元。
如今，谢先生的被骗资金已被追回。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猖獗，
不少群众深受其害。为护好百姓的钱
袋子，还大家一个干净的网络空间，东
方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打击
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领导
小组，加大“人、财、物”保障力度。市公
安局下发《东方市公安机关2019年打
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
动工作方案》，并创新工作机制、实施标
本兼治，确保打击整治工作深入开展。

2019年，东方市共侦破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258起，较去年同期相比上

升51.76%；抓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
疑人 474 名，较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99.15%；打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
11个，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62.06%，
追缴涉案赃款500余元，较去年同期
相比上升155%。

推进合成作战
确保精准打击

以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曾在八所
镇一带进行网络游戏币诈骗，为了躲
避公安机关的追捕，该团伙跨市县不
断转移窝点，侦办难度较大。且随着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力度的加大，诈骗
分子越发狡猾，将窝点迁移到小树林、
废弃旧瓦房以及转向外市县开设新窝
点，诈骗窝点更加隐蔽。

针对这一问题，东方市建立“主动
侦查、全面串并、深度研判、集中打击”
工作模式，创新推进合成作战机制，由

原先的“单兵作战”转变为“团队作战”。
“为提高工作效率，推进合成作

战，东方成立了市反诈骗合成作战中
心。同时，市公安局整合优质警力资
源，调集刑侦、治安、禁毒和各乡镇派
出所业务骨干，组成一支专门合成作
战队伍。”东方市反诈骗合成作战中心
主任唐箭风说。

据了解，2019 年，东方市投入
1000余万元，在市公安局建设包括情
报收集、案件研判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东方市反诈骗合成作战中心，并以该
中心为基础，筹建电子数据勘查取证
分析实验室、重点人员管理数据库，研
究技术反制措施，整合公安内部资源
和金融、通信资源，做到精准研判线索
信息，确保精准打击。

得益于该中心的成立，东方市公
安机关在海口市吾悦广场后的一处居
民楼内抓捕了以花某为首的诈骗团
伙，追回了约10万元的被骗钱款。

下一步，东方市将在各警种、各派
出所建立勤务指挥机制，各所队合成
作战联络员轮岗到市反诈骗合成作战
中心学习，形成“合成作战指挥中心、
基层勤务指挥室、处警民警”指挥体
系，迅速高效处置案件。

做好治理管控
实施标本兼治

日前，由东方市公安局牵头，联合市
工商局、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等多
家单位对八所镇新街的一处“黑网吧”
进行清查。当场抓获5名诈骗嫌疑人，
扣押2台赌博机、8台电脑和5部手机。

为铲除滋养诈骗分子的土壤，东
方市组织多单位部门开展网吧安全管
理整治专项行动。2019年，共开展
13次专项行动，取缔黑网吧22家，扣
押主机241台。目前，全市网吧实名
登记录入率、准确率保持98%以上。

在重点人员管控方面，东方市成
立由镇村干部、派出所民警、治安队员
组成的重点人员管控小组，通过采集
重点人员信息，以“一周一报告、一月
一家访”的方式，实时掌控重点人员动
向，确保诈骗犯罪前科劣迹人员底数
清、管控实，防止其二次犯罪。截至目
前，共列管电信网络诈骗重点人员
712名，全部进行采集声纹管控。

此外，东方市举办了5期电信网络
诈骗违法人员法制教育学习班，受训学
员250人。对电信网络诈骗重点人员
实施“七个一律”等相关政策宣传。

东方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
推动打击治理由“治标”向“治本”转化，
实施标本兼治，东方市将专项整治与综
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逐
步形成了由专项打击与重点整治、社会
协同与群众参与、条块整体联动与横纵
分工合作的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格局。

（本报八所1月19日电）

专项整治
非法运载烟花爆竹车辆

本报讯（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陈萌）为确保百
姓过一个祥和、平安的新年，近日，东方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大队在东方市辖区内针对运载、携带烟
花爆竹的中小型客、货运车辆开展专项整治。

1月10日上午9时许，乡镇三中队中队长李
汉孟带领乡镇中队在大田镇零公里设卡拦截依法
检查，发现一辆车牌号为琼D69045的轻型厢式
货车，从八所市区往东河镇行驶。在检查中，发现
车厢内装满了20多箱烟花爆竹，存在严重交通安
全隐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的相关规
定，目前，东方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已对未经批
准运载危险物品的车主罚款100元，并将车辆和
危险品已移交给辖区大田派出所处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除的是黑恶势
力，净化的是政治生态，赢得的是党心民
心，夯实的是执政基础。各级各部门要提
高政治站位，加大工作力度，不断拧紧‘发
条’，补齐‘短板’。”这是铁刚在2019年
12月11日召开的东方市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推进会上提出的要求。

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东方
市委主要领导担任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领导小组组长，市委政法委书记统筹协
调，注重抓谋划、精部署。去年以来，市委
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议3次专题部署全
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市委、市政府14次
召开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会和推
进会。

东方市始终把扫黑专班作为领导
小组的“拳头”来建设。为了高效推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2019年 6月，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东方市公安局重
新调整了市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
小组和办公室，抽调沟通协调能力强、
工作经验丰富的民警组成5个工作组，
抽调36名警力组成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工作专班，专门负责线索流转核查、案
件侦办等工作。

“在扫黑除恶的过程中，要善于总
结经验，及时制定工作机制，严格制度建
设，构建长效机制。”东方市委副书记、市
长张长丰说。结合工作实际，东方市制定
涉黑涉恶案件会商制度，出台了系列文件
规定：市公检法三家联合下发《关于办理
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市纪委监
委制定《市纪委监委查处涉黑涉恶腐败
和“保护伞”大案要案指挥部工作规
则》；市公安局制定《东方市公安机关扫
黑除恶工作责任制（试行）》《东方市公安
局关于规范保护涉黑涉恶案件举报人、证
人制度（试行）》等21项规章制度，为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向纵深推进提供制度
保障。

建队伍、抓部署、强保障、筑根基，
东方市各有关单位、部门迅速跟进，形
成层层抓落实，上下联动、部门协同，整
体推进、齐抓共管大格局。全市形成以

“最坚决的态度、最扎实的作风、最严格
的要求、最有力的行动”抓专项斗争的
工作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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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利剑出鞘扬正气 扫黑除恶保民安

东方创新工作机制、实施标本兼治，深入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

铲除网络诈骗“土壤”护好百姓“钱袋子”

“以前，这里经常有一些采砂者，河边
有5个大砂坑。大半夜还能听到运砂车
来往的声音，村里道路都被这些运砂车压
坏了。现在，这里被填平了，我也能睡个
好觉了。”1月15日，在感城镇感恩河陀头
村渡口处，村民高其宏指着一块平整的空
地高兴地说。

2019年1月初，东方市公安局接到
陀头村多位村民举报，不少不法分子在感
恩河附近偷挖河砂，给当地村民生产生活
带来困扰。经过走访核查，2019年1月9
日晚，蹲点近4小时后，办案民警抓获非
法采砂团伙，扣下2部铲车、1部挖机、2
辆10轮卡车和2辆皮卡车。

针对非法采砂等行业乱象，东方市坚
决严厉整治。2019年以来，东方市侦破
涉及非法采砂刑事案件10起，刑事拘留
39人，查处非法采砂行政案件86起，行政
拘留违法嫌疑人198人。

“我们加强对重点行业领域、地区以
及重点人群的监管力度，紧盯黑恶势力易
发多发地带，堵塞管理漏洞，最大限度挤
压黑恶势力滋生空间。”东方市公安局相
关负责人说，各职能部门紧密结合日常行
政执法和监管工作，开展重点领域行业性
专项治理行动。

东方市还推进社会综合治理，抓治安
乱点整治——2019年至今，办理赌博行政
案件486起，抓获违法人员818名，侦办涉
赌刑事案件10起，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
46名，取缔各类涉黄窝点25处，侦办涉黄
刑事案件4起；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258起，打掉犯罪团伙11个，抓获犯罪嫌
疑人474名，追缴赃款500余万元；破获毒
品刑事案件45起，刑拘毒品犯罪嫌疑人
106名，缴获各类毒品357.12克。

农村地区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
点，东方市把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
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的治本之策，强
力推动。

随着一批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
被打掉、一批隐藏在黑恶势力背后的“保
护伞”被查处、一批乱象横生行业领域的
监管漏洞被堵塞、一批软弱涣散的基层党
组织被筑牢建强、东方市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战果。

（本报八所1月19日电）

东方市将群众反映最强烈、最痛恨、最
急切的黑恶犯罪作为打击重点。

以符某养、符某象为首的涉恶势力团伙
在三家镇乐安村一带仗着人多势众，纠集有前
科劣迹的人员为非作歹。不到1个月的时间，
该团伙作案4起，采取故意伤害、持械拦截、打
砸等暴力手段阻拦运砂车，阻碍民警执法，严
重扰乱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对三家镇地区
造成恶劣影响。

2018年10月，东方市公安机关获取了
该团伙的犯罪线索，立即成立专案组，全力
开展案件侦破工作，团伙成员一一落网。

2019年5月7日，东方市人民法院公开
宣判“符某养、符某象涉恶团伙犯罪案”。法院
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符某养的行为已构成寻
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剥夺政
治权利3年；符某象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
徒刑5年；范某杰犯寻衅滋事罪、抢劫罪，数
罪并罚，处以有期徒刑7年6个月；对其他被
告人分别判处1年至5年不等有期徒刑。

“东方市坚持‘线索摸排、案件侦办、打伞
破网、打财断血’四位一体推进，精心谋划、集
中发力、协同作战，重拳出击，依法严惩黑恶
势力。”东方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刘殚说，自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全市公安机关
坚持一手抓线索摸排，一手抓重拳打击。

据悉，东方市通过群众举报、走访座谈、
上级转办、警情分析、案件梳理、重点对象研
判、相关单位协调联动等多种方式开展线索
摸排。去年，集中开展摸排12次，摸排各类
涉黑涉恶线索17条，从中研判涉恶团伙6
个，侦破刑事案件29起。

为强化重大案件侦办，东方市坚持专
案攻坚，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实行“5+2、
白+黑”超强工作制，以群众反映强烈的涉
黑涉恶案件作为攻坚重点，集中优势警力
协同作战。

同时，东方市严问责、深挖查，坚决惩治
涉黑涉恶腐败及其“保护伞”。

纪检监察机关主动亮剑，将打击涉黑涉
恶“保护伞”工作纳入约谈函询、监督执纪、
审查调查和巡察工作重点。制定落实责任
追究、“保护伞”问题线索双向移送反馈、线
索督办等机制办法。去年，收到疑似党员干
部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及失职失责问
题线索86件，立案22件27人，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18人，移送审查起诉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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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文君
通讯员 苏晶

“以前，经常会有一些不
明身份的人来捣乱，干扰经
营，甚至恐吓、威胁，争夺游
客。现在好了，大家靠服务
质量来赢得顾客青睐，实现
公平竞争。”日前，惠众旅行
社负责人刘江林感慨地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经营环境变
好了，生意也更好了。”

在东方市，以王某达、李
某成、吴某平为首的涉恶势
力犯罪集团曾私下非法成立
“东方市旅游协会”，对该市
20多家旅游公司进行打压、
打砸滋事，意图霸占整个市
场。2019年，该犯罪集团被
打掉后，东方市的旅游行业
恢复了正常秩序，营商环境
得到了优化。

近年来，东方市委、市政
府根据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
署，坚持问题导向，把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维护社
会长治久安、增进民生福祉、
促进经济发展的实际举措，落
实在实效上，突出凡黑必扫、
有恶必除、除恶务尽，采取一
系列有效措施，扎实推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

“要将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
务，提高站位、精心组织、精
准发力，以‘零容忍’的态度，
依法严惩黑恶势力，铲除黑
恶势力滋生蔓延的土壤，坚
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
场硬仗。”东方市委书记铁刚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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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以来
东方市

共侦办涉黑涉恶
9类案件30起

抓获涉黑涉恶
9类犯罪嫌疑人280名

黑社会性质组织 1个
涉恶集团5个
涉恶团伙3个

破获团伙案件75起

查封、扣押、冻结
涉案资产8000余万元

侦办涉黑涉恶
犯罪组织9个

抓获团伙成员124人

制图/孙发强

扫黑除恶进行时

⬆ 2019年12月12日，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雷霆四号”第一次集中收网行动现场。

⬅ 2019年2月17日，“摘帽4”集中
收网行动现场。

➡ 2019年12月21日，电信网络诈
骗清查行动现场。 （东方市公安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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