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领团队打破数据壁垒
如今，海口市民只要在手机上下

载“椰城警民通”APP，就可以办理相
关业务，省去大量往返跑腿和等待的
时间，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在
这背后，凝聚着于悦实的汗水和心血。

2017年，领受“椰城警民通”项目
任务后，于悦实带领椰城警民通工作
专班，不等不靠，积极主动协调资源，
在短短50天内完成业务流程调试、数
据服务调用、用户界面设计，成功让

“椰城警民通”APP于当年10月提前
上线。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为了打破各
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数据共
享，于悦实多次带队前往其他部门沟
通，协商解决方案。海口市公安局科
技信息通信处民警黄达明对此印象深
刻。“在一次调研中，于悦实发现市民
所拍证件标准不一，导致办理业务时
经常碰壁。”黄达明说，为此，于悦实下
功夫研究，制定标准，实现证件照片入

库功能，即群众只要向民警提供一个
证件码，民警就可以将其导入系统，并
在今后的各类证件上，如驾驶证、身份
证等，都可以使用这张照片，大大方便
市民。

“椰城警民通”APP上线运行后，
成为服务百姓“连心桥”。截至目前，

“椰城警民通”已经有包括交管、治
安、户政等122项业务上线，注册用户
数达35万人，其中实名用户22.3 万
人，成为海口市“放管服”改革标杆项
目，并在全省政务类移动应用处于领
先地位。

技术尖兵服务案件侦查

随着科技的进步，信息技术在公
安核心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不少重大案件的破获，都离不
开警务技术人员的有力支持。

2018年，于悦实团队利用前沿技
术手段、通过部级图像平台，成功比
对发现潜逃23年的嫌疑人李辉和潜

逃29年的杀害公安民警案件嫌疑人
钱波。

“他是技术尖子，在服务公安核
心工作方面战果突出。”海口市公安
局科技信息通信处副处长罗小龙说，
在于悦实等人的协助下，该局情报中
心搭建了深度学习视图情报研判平
台，应用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等最新
前沿科技，在极大节省警力的同时，
为公安核心工作提供了高效的信息
技术支撑。

据悉，2018年度，该平台为全省
一线办案部门提供技术服务，直接
锁定犯罪嫌疑人 316 人，抓获 296
人，带破案件 379 起；2019 年度，该
平台配合交警清理套牌车专项工
作，缉获套牌车 32 辆，获全省一线
民警好评。

忍痛工作助力疫情防控

走路有些不稳，身体稍稍前屈，手
指无法伸直——于悦实患有严重的类

风湿关节炎和股骨头坏死，病情严重
的时候，甚至只能拄拐行走，只能用一
根手指敲打键盘。

2019年4月和7月，于悦实做了
两次“全髋关节置换”手术。按照医
生的嘱托，经历过如此大手术的人，
至少要休息半年后才能参加工作，但
是还没过两个月，于悦实就已经回到
岗位上。

今年疫情期间，于悦实主动请战，
率先担负起疫情大数据分析、核查工
作重任，常常连续工作至次日凌晨，拿
到第一批数据，确保全局警务工作准
时启动。

从今年1月25日起，于悦实忍着
身体的疼痛，带领技术团队，运用业务
系统平台，持续作战32天，通过数据
汇集整理、分析研判、精准推送和宏观
监测，织密海口疫情防控“数据天网”，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重要数
据基础和技术支撑，为全市疫情防控
提供了有力保障。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

海口市公安局科技信息通信处警务技术二级主管于悦实：

创新研发“警民通”搭建服务“连心桥”
■ 本报记者 良子

他能力突出，带队研发“椰
城警民通”平台，成为海口公安

“放管服”改革标杆项目，协助局
情报中心搭建深度学习视图情
报研判平台，为公安核心工作提
供高效的信息技术支撑；他作风
顽强，病情严重时仍拄拐坚持工
作，忍着疼痛做好疫情大数据分
析、核查工作……他是海口市公
安局科技信息通信处警务技术
二级主管于悦实。因成绩优异，
他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三
等功一次，2011年和2017年度
获得个人嘉奖。

“民警，民警，为民办事才是
民警。”近日，于悦实在接受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加快公安“放
管服”改革，既是服务自贸港建设
大局的需要，也是便利群众办事
的重要举措。作为一名技术民
警，要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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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功自贸港 海南省十佳人民警察候选人最美瞬间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菅元凯）12月13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海南省公安厅获悉，第二
届“热血铸剑·丹心卫民”全国公安“百
佳刑警”推选宣传活动结果日前揭
晓。其中，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有组织
犯罪侦查支队一大队大队长符朝泽荣
获“百佳刑警”称号，海口市公安局刑
事技术支队一大队大队长冷雪峰获

“百佳刑警”提名奖。
据介绍，为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
议精神，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公安部近期举办了第二届“热血铸剑·
丹心卫民”全国公安“百佳刑警”推选
宣传活动，共有100名民警当选全国
公安“百佳刑警”，49名民警获得全国
公安“百佳刑警”提名奖。

符朝泽2009年参加公安工作。
工作以来，他一直在省公安厅刑警
总队有组织犯罪侦查支队从事刑侦
工作，从一名朝气蓬勃的警校毕业
生成长为一名赫赫有名的扫黑老
兵，从一名兢兢业业的专案内勤历
练成为一名精通业务的专案指挥
官。他先后参与省扫黑办挂牌督办
的屯昌郭斌、临高符聪、五指山“月

亮帮”、五指山“烟酒帮”等黑社会性
质组织案，带队侦破一系列有广泛
社会影响的重特大案件。因工作成
绩突出，他先后荣获个人二等功 2
次、个人三等功2次。

冷雪峰1985年参加公安工作，是
一名刑事技术专家。工作以来，他从
事现场勘查、痕迹检验工作，在刑事技
术一线默默耕耘35年。他是全国第

二届刑事技术特长专家，公安部刑侦
局“侦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放火案
件专家”，海南省公安机关刑事技术专
家组成员，痕迹检验高级工程师。因
工作成绩突出，他先后荣立个人二等
功3次，个人三等功4次，个人嘉奖5
次，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荣誉称
号，2011年获得“全国公安机关优秀
技术人才二等奖”。

我省民警符朝泽获评全国公安“百佳刑警”
海口市公安局冷雪峰获“百佳刑警”提名奖

海口海警局查处两起
海洋非法倾废案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
符小欢 王淑玲）12月1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南海口海警局获悉，海口海警局龙华工作站依法
查处两起非法向海洋倾倒废弃物案，并处总计罚
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

据了解，海口海警局龙华工作站近日初步掌
握有两艘船舶涉嫌违规倾倒废弃物的线索后，立即
组织执法人员分工开展调查。经查，该两艘涉案船
舶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五
十五条之规定，在未取得《废弃物海洋倾倒许可证》
情况下，累计倾倒疏浚废弃物约5800立方米，该涉
案船舶管理方对上述违法事实供认不讳。该站对
两起非法向海洋倾倒废弃物案作出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并处总计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

海口一房产中介公司法人
涉嫌诈骗罪被逮捕
涉案金额逾200万元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袁文豪）海南日报记者12月12日从海口市公
安局获悉，海口警方近期破获一起房产中介公司
法人通过伪造“房主委托书”，使用“高收低出”“年
收月付”等手段实施诈骗的案件，涉案嫌疑人黄某
被警方依法执行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据警方调查，犯罪嫌疑人黄某，女，海南儋州
人，2018年12月在海口海甸岛某小区成立了海口
市良哲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并担任该公司法
人。黄某从其他中介公司获得房屋出租信息后，便
将房屋信息发布到各网络平台，以明显低于市场价
格的租金定价吸引租客，通过伪造房东委托书等方
式骗取租客信任，将未获得出租权的房屋租给租客
并与租客签订房屋租赁合同，骗取租金。

黄某要求租客按年支付租金，其再按月支付
租金给其他中介公司，利用“高收低出”“年收月
付”的模式和伪造“房主委托书”的方式来诈骗租
客，累计出租房屋100余套，涉案金额200余万
元，均用于个人日常高消费和公司运作。

今年8月，受害人李某某向海口警方报案，警
方经审查后决定立案侦查，今年10月17日成功
将犯罪嫌疑人黄某抓获归案，11月23日，经检察
机关批准依法对黄某执行逮捕。

海口警方提醒，市民租房时一定要核实中介、
房东的资质和身份，对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房源一
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易被“便宜”的优惠误导，避
免被“黑中介”“假房东”钻空子，造成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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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省委、省政府关
于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相
关工作部署，海南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在全省开展
“万名老兵创业行动暨百
站创百业活动”。海南省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联合
海南日报推出“建功自贸
港 有我有担当——退役
军人创业先锋”系列专
题，挖掘退役军人创业事
迹，展示退役军人创业风
采，激发退役军人创业热
情，引导退役军人退役不
褪色、建功新时代，积极
投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努力营造支持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的良好社会
氛围。

“‘礼让三尺，和谐发展’，这是我的
祖训，也是我在创业路上一直坚守的理
念。”海南深蓝后勤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立新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在30年
的创业征程中，时刻以军人坚韧不拔、敢
闯敢拼、勇于担当的品格要求自己，在为
海南卫生健康事业作出积极贡献的同
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实际行动为
部队提供力所能及的后勤服务保障，不
忘心系国防事业。

找准坐标
深耕海南医药市场

张立新是安徽桐城人，1987年参军
入伍来到海南，在部队服役4年，1990年
退伍。4年的军营生活经历，让张立新练
就了顽强的意志品质和雷厉风行的工作
作风。

“因为对海南的热爱，加之赶上了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大好时机，我决定
扎根海南这片热土，在这里干出一番事
业来。”虽时隔多年，但每次想起创业初
期的豪情壮志，张立新依然十分激动。

和许多创业者一样，创业初期张立

新面临三大问题——找方向、找人、找资
金，即自己要做什么，和谁一起做，资金
从哪里来。张立新虚心向身边的亲友请
教，向创业成功人士学习。经过一段时
间的沉淀和积累，张立新找到了创业的
方向。

2009年，张立新创立了属于自己的
企业——海南鑫瑞药业有限公司。在经
营中，公司始终秉承“一流产品、一流品
质、一流服务”的理念，坚持“诚实守信”
的原则，积极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服
务。经过近10年的努力，海南鑫瑞药业
有限公司逐渐发展成为大型现代医药商
业公司。

2018年，在张立新的推动下，海南
鑫瑞药业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鹭燕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整合，公司更名为海
南鹭燕医药有限公司，业务规模、管理水
平和发展质量迈上新台阶。

开拓创新
发展后勤服务保障事业

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张立新，始终
没有放慢开拓创新的脚步。2017年，随

着军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部队后勤保
障逐步走向社会化。在此大背景下，张
立新抢抓机遇，筹划创办部队后勤服务
保障企业，于2017年10月17日发起成
立海南深蓝后勤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据了解，海南深蓝后勤服务集团有
限公司现有员工66人，是一家专注于部
队、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后勤管理服务的
大型现代化集团公司，业务涉及健身器
材、日用百货、保健康复、医疗器械、医用
耗材、文化体育等后勤物资类板块，以及
市政装修工程、物业管理、信息技术咨
询、心理健康咨询等服务类板块。

“做好部队后勤服务保障工作是我
作为一名退伍老兵，以实际行动为实现
强军梦作贡献的有力体现。”张立新表
示，退伍30年来，他始终心系国防，积极
为部队和战友提供力所能及的后勤服务
保障，感恩回馈部队。

不仅如此，张立新时刻牢记社会责
任，创业至今累计带动200多人就业，其
中退役军人40多人。今年初，在企业受
到疫情影响的情况下，张立新主动为部
队捐赠口罩等防疫物资，今年7月家乡
桐城出现水灾，他捐赠潜水装备用于抗

洪抢险。
今年7月，海南深蓝后勤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被三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评为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示范基地。张立新表
示，接下来将把公司打造成为企业孵化

平台，积极为退役军人提供就业创业的
机会。同时，吸纳更多优秀退役军人成
为合伙人，依托合伙人的资源优势，推动
公司加快发展。

（撰稿/容朝虹）

海南深蓝后勤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立新：

四载军旅岁月 一生情系国防

张立新在海南深蓝后勤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开业庆典上致辞。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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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不但不麻烦，反而可以很
好玩！12月12日下午，海口市琼山区有
关部门组织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在日
月广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进商圈、进广
场”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通过悬挂垃圾分类宣传横幅、搭建垃圾
分类宣传展架以及张贴垃圾分类宣传海
报，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并向过往行
人发放宣传资料，营造出浓厚的垃圾分
类宣传氛围。

为丰富活动形式，活动主办方还推出
了别具一格的垃圾分类飞行棋、垃圾分类
大转盘有奖问答、垃圾分类转转转、垃圾分
类丢丢丢、垃圾分类手工展示秀等趣味活
动，并设置了废物回收手工制作体验区，吸
引市民游客参与进来，在玩游戏赢礼品的
同时学习了解垃圾分类相关知识。

在垃圾分类飞行棋游戏中，参与者现
场丢骰子，按照丢到的数字，在地上的飞行
棋图上走相应的步数，走到哪一格，就要说
出该格中垃圾的种类和应该投放的垃圾

桶，如果答对可继续前行，如果答错则后退
一步。益智游戏吸引了许多小朋友参与，
小朋友们开动大脑，家长们则在一旁为孩
子们加油鼓劲，为赢得胜利共同努力。

在垃圾分类大转盘有奖问答中，参与
者转动标有不同垃圾的转盘，并回答垃圾
分类问题，赢取相关奖品。

整场活动趣味横生、十分热闹，市民游
客通过参与活动，不仅加深了对垃圾分类
的认识，也明白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不
少人表示，要从现在开始培养分类垃圾的

好习惯，和家人自觉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提高社会公众对生活垃圾分类减量

的知晓度、认同度、参与度，是推动垃圾分
类工作的根本之策。通过开展垃圾分类
宣传活动，可以使居民深入了解垃圾分类
的意义，引导居民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
起，自觉、科学地进行垃圾分类，逐步增强
垃圾分类及环保意识，养成珍惜资源、节
约能源的生活习惯。”琼山区环境卫生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撰文/赵静毅）

海口琼山区创新形式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垃圾分类进商圈 在玩中学长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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