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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效常治上，我们以深入开展‘六
清’行动为抓手，坚持‘打、防、管、控、建、治’
的工作思路，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专项
斗争常态化，确保收官之年专项斗争取得全
胜。”韩运发说，东方将按照党中央和省委关
于扫黑除恶工作的部署要求，完善组织机
构，保障人员经费，综合发力，确保扫黑除恶
工作实现长效常治。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东方市针对
各行业领域在专项斗争暴露出的共性、关键
性问题，制定并印发了《开展重点行业、重点
领域十大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行动方案》，深
入推进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突出问题综合整
治工作。同时，结合各单位工作职能，制定
并印发了《行业漏洞监管工作制度》《行业乱
象整治工作制度》《打击整治非法采砂工作
制度》等，梳理细化并补充完善各单位相关
工作制度共计54项，不断在制度建设上补
短板、强弱项。同时强化跟踪问效，共计发
出“三书一函”86份，其中，监察意见书3份，
检察建议书53份，司法建议书4份，公安提
示函26份。

在制度的引领下，东方市在行业治乱上
持续发力，合力整治了资源环保、交通运输、
工程建设等行业乱象，有效规范各行业秩
序，行业监管逐步加强。截至目前，共查扣
各类非法采砂车辆661辆，行政拘留478
人；查处出租车、班线车、非法营运车辆、危
货车等违法行为共365起，罚款155.86万
元；对市场领域违规违法行为立案222起，
罚款180万余元，取缔黑网吧31家；对工程
建设领域开展“两违”整治，整体拆除违建
1977宗，建筑面积42.16万平方米。

此外，为夯实基层治理基础，东方市以
在任“两委”干部、党员等为主要排查对象，
对基层“两委”干部等开展4轮专项排查，全
面完成在任的1584名村（社区）“两委”干部
排查工作。清理受过刑事处罚等“两委”干
部27名；整顿软弱涣散村（社区）党组织62
个，完成整顿党组织40个。

（本报八所12月30日电）

东方市持续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铁腕扫黑除恶 共建平安东方
近日，东方市组织200余名

警力，对以王昌忠、黄彪为首的
“渔霸”组织成员进行集中收网，
共抓获团伙成员36人，批捕32
人，彻底铲除盘踞本地26年的犯
罪势力，破获了全省首例渔霸案
件，群众纷纷叫好、拍手称快。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东方市委、市政府精心组织、
精细谋划、精准发力，持续推动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社
会治安形势不断好转，基层组织
建设进一步加强，营商环境持续
改善，全市上下正全力拼发展，努
力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扛起更大的
东方责任、作出更多的东方贡献。

东方市委书记田丽霞表示，
东方各级各部门将以高度的政
治担当履职尽责，以坚定的为民
情怀动真碰硬，持续保持严打高
压态势，坚决完成“六清”任务，
深入谋划“六建”工作，确保高质
量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收官
战，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
滨海公园城市提供坚实有力的
法治保障。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东方市坚持以上率
下，市委书记带头抓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不
断压实各级各部门的责任。

田丽霞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扛起政治责
任，以“三个清零”“六个跟进”为抓手，采取超常规
措施，迅速掀起强大攻势，奋力夺取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全面胜利。

全省扫黑除恶清零攻坚战役打响后，东方市
列出清单，挂图作战，共办结省级重点清零线索5
条，移送起诉黑恶积案1件12人，全面完成重点线
索、黑恶积案、目标逃犯“三个清零”任务。同时，
东方市还自我加压，对案件线索进行认真排查，共
办结中央线索243条，省级线索137条，市级线索
384条，打掉涉黑涉恶犯罪组织17个，破获团伙案
件129起，抓获团伙成员242名。

以王昌忠、黄彪为首的“渔霸”，在今年的清零
攻坚战役中被成功打掉。

“针对该团伙经过多年的经营，已经成功‘洗白’
的问题，今年我们继续紧盯，组建了更强有力的专
班，重新梳理线索、案件，全面开展实质性侦查。”东
方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韩运发说，查实以王昌
忠、黄彪为首的“渔霸”犯罪事实后，目前已经批捕了
32个人，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产6000万余元。

此外，东方市还坚持同向发力，不断加大打伞
破网、审查起诉、审理判决、第二战场、行业治理、
黑财处置“六个跟进”力度。

“打伞破网”专项行动不断深化。东方采取
会商协办、内部清理、责任倒查等措施，对“保护
伞”“关系网”一查到底，确保“官伞”“警伞”“庸
伞”一网打尽。截至目前，对党员干部涉黑涉恶
腐败和“保护伞”及失职失责问题立案56件 67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45人，诫勉谈话7人，移送
司法机关7人。

“打财断血”专项行动也不断强化。东方采取
涉案房产、车辆、资金、贵重财物、公司股权、有价
证券“六必查”措施，全面彻查“显性”黑财，深挖

“隐性”黑财，彻底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础，共计查
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约1亿元。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东方市共打
掉涉黑涉恶犯罪组织17个，其中黑社会性质组织
1个、涉恶集团6个、涉恶团伙10个；破获团伙案
件129起，抓获团伙成员242人。侦办涉黑涉恶9
类案件85起，抓获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450名（含
在逃人员83名）。

以打开路、重拳出击，持续保持扫黑除恶高
压严打态势，对各种违法违规行为起到强有力
的震慑效果。今年1月至10月，东方市共接各
类警情6814起，同比下降7.1%，其中刑事警情
下降15.7%，治安警情下降14.2%，交通事故警
情下降24.5%；打架斗殴警情下降1.2%；“两
抢”警情下降63.8%。

“去年到这个时间，我们东方有6起命案，
今年到现在一起都没有。”东方市公安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随着社会治安形势明显好转，老百
姓的安全感、满意度明显提高。

东方曾经是全国电信诈骗重点地区之一。
为此，东方先后组织4次大规模的“摘帽”和2
次“蓝天”集中收网行动，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503起，打掉犯罪团伙54个，抓获犯罪嫌
疑人840名，追缴赃款865万余元。通过一系
列打击治理行动，东方的游戏币诈骗案件由
2017年的日均发案率4至5起下降到2018年
的0.78起、2019年的0.66起。截至目前，日均
发案率已降至0.15起。

此外，东方还持续开展打击涉黄涉赌违法
犯罪专项行动。共打掉各类赌场暗场（含私彩
暗场）831个，侦办赌博刑事案件43起，刑拘96
人，办理赌博行政案件831起，抓获违法人员
1836名。共侦办涉黄刑事案件10起，刑拘48
人，办理涉黄行政案件63起，抓获违法人员
252名，取缔各类涉黄窝点63处。

“现在‘黑’被打掉了，‘黄’也没有了，以前
车一停，车上插满名片……”向社会公开了自己
电话号码的韩运发，11月底接到了一位陌生市
民发来的短信，点赞当前东方的社会治安环境。

正是这一系列与普通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的违法犯罪行为被震慑住了后，才有了普通
市民发短信表扬东方社会治安环境的举动，实
现了从举报到点赞的转变。

与此同时，东方还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扫
黑宣传活动，营造浓厚的扫黑除恶氛围。组织
5个宣讲团共38人，以5种方言，深入村（居）开
展下乡宣讲活动46场，并开设《东方政法专栏》
节目，目前已制作播出了18期，聚焦扫黑除恶、
平安建设等工作进行宣传报道，赢得人民群众
的点赞和支持。截至目前，东方共计组织开展
各类扫黑除恶宣讲活动184场，发放宣传资料
70余万份，制作扫黑除恶标语和道旗5000多
幅、悬挂横幅14000多条，设立大型广告牌约
3500个。

东方市教育局党委落实跟踪监督
责任不到位问题清单，就是用“一图一
表”工作法查找出来的。

2020年9月底，东方市委巡察组
在一家乡镇幼儿园分园建设项目现场
发现，该分园施工项目经理蔡某不是
承建公司的职员，根据“一图一表”工
作法，说明此项目建设有可能存在挂
靠转包的嫌疑。

巡察组与蔡某谈话时，蔡某始终

坚称自己就是该承建公司的职员。直
到巡察组拿出根据工作法查证的该承
建公司招投标标书人员信息表中未列
蔡某的姓名、该承建公司查无蔡某社
保记录和蔡某本人刚刚亲笔签写的
《发现问题现场核定表》中的身份信
息，面对这三份自相矛盾的书面材料，
蔡某才承认自己只是该承建公司临时
聘请的人员。巡察组顺藤摸瓜，迅速
查出该承建公司涉嫌转包挂靠及施工

过程中偷工减料等问题。
“没想到我们研制的‘一图一表’

工作法，在实践中这么管用，让来自各
行各业的工作人员在巡察公共工程项
目时，很快从外行变成内行，极大提高
了工作效率。”工程专业科班出身的东
方市委巡察组成员高仲康说。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东方市本
轮公共工程专项巡察共发现问题60
个，已反馈立行立改23个，发现问题

线索6件。市委巡察组分别约谈了
业主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及东方市
工程质量技术监督站的相关负责人，
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确保工程建设
质量。

东方市住建局也反馈此次巡察移
交的问题翔实具体、数据精确，该局将
对这些问题依法处理，对违法违规的
企业予以惩处。

（本报八所12月30日电）

提升巡察监督质效确保工程建设质量

东方市提升公共工程巡察监督质效

创制“一图一表”护航自贸港建设
■ 本报记者 肖开刚

通讯员 唐建宇 高卓

“材料和设备采购价格虚高，
对工程廉洁风险管控不到位；存
在偷工减料的情况，对项目质量
把关不严；监理人员无证上岗，对
项目监理公司管控不力……”近
日，一份落实公共工程跟踪监督
主体责任不到位的问题清单，摆
在被巡察单位——东方市教育局
党委书记的案头。

这些专业问题，巡察组是怎
么发现的呢？海南日报记者12
月30日从东方市委巡察办了解
到，东方市委巡察组邀请工程建
设专业人员一起研究，创制了公
共工程项目监督的“一图一表”工
作法，工作人员只需依图查核填
表即可，发现问题既快又准，大幅
提升了公共工程巡察监督质效。

开展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跟
踪监督工作，是护航海南自贸港建设
的政治任务。在2020年8月至10月
开展的东方市委第十二轮“常规+专
项”巡察中，东方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
组专门将落实公共工程跟踪监督工作
主体责任情况，纳入巡察再监督范围。

公共工程监督专业性强，东方市
委巡察组创制的“一图一表”工作法，
正好破解了监督的难题。

“一图”，即《项目建设可能存在问
题对照图》。东方市委巡察组将项目
建设细分成审批手续、人员资质、安全
标识、材料设备等12个大项50个小
项，在每个小项背后注明查找问题的
方法，附上相关法律法规依据。如“材
料设备”一项共列举了“采用钢筋是否
符合要求”“混凝土厚度是否达标”等
8个小项。其中关于钢筋是否合格，
方法就是现场查看合格证书和检验报

告，依据是国标文件《混凝土结构工程
施工规范（GB50666-2011）》。

“一表”，即《发现问题现场核定
表》，巡察组工作人员依图查核发现
问题后，将问题填入此表，由施工方
项目经理和监理方工作人员现场签
名盖章确认，还要填写身份证和从业
资格证等信息，当场固定证据。

“跑一次工地、看一次台账、见一
次相关人就能发现问题。”东方市委

巡察办主任吉达胜表示，运用“一图
一表”工作法，能够精准高效地发现
公共工程项目存在的问题，为层层压
实监督责任，廉洁高效推进公共工程
建设提供了条件。

东方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已
决定将“一图一表”工作法，推广到
2021年初开展的全市新一轮公共工
程和土地出让项目专项巡察，并运用
到常规巡察工程项目监督工作中。

“一图一表”破解公共工程监督难题

打击有力
打掉17个涉黑涉恶犯罪组织

震慑有效
社会治安形势明显好转

治理有为
行业治乱持续发力强监管

⬇ 近日，东方市检察院联合天安派出
所到天安乡政府设点开展扫黑除恶宣传。

东方市扫黑办供图制图 /张昕

■ 本报记者 肖开刚 通讯员 彭珊珊

东方市“控发案、多破案”
百日攻坚行动有成效
刑事立案数同比下降38.8%

本报八所12月30日电（记者肖开刚）12月
30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东方市公安局获悉，自9
月27日省公安厅统一部署“控发案、多破案”百日
攻坚集中行动以来，东方市公安机关全警动员、全
力以赴、精准打击、严密防控，取得了破案明显上
升、发案明显下降的显著成效。

东方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郑锋介绍说，
百日攻坚集中行动以来，东方市刑事立案235起，
比去年同期下降38.8%，其中八类刑事案件立案
14起，同比下降33.33%，刑事立案数连续3个月
同比下降13.33%、21.1%、70.8%。破获刑事案件
177起，比去年同期上升5.4%，破获八类刑事案
件14起，同比上升133.3%，全面实现了降发案、
多破案两个“5%”的预期目标。

“特别是今年以来我市命案零发生、‘二抢’案
件发案数19起，都创造了建省以来东方市同类案
件发案数的最低纪录，东方社会治安秩序总体向
好。”郑锋说。

据了解，在百日攻坚集中行动中，东方市公安
局坚持情报先行、合成作战，集中优势警力及资源，
切实提高快速反应和打击现行犯罪能力，期间先后
利用警情研判及街面蹲守破获农用拖拉机盗窃系
列案、抢夺盗窃系列案等，共抓获犯罪嫌疑人49
人，破案82宗，追回涉案财物一批，特别是今年成
功侦破3起命案积案，抓获4名命案嫌疑人，对犯
罪分子形成有力震慑。

在加强打击力度的同时，东方市也不断提升
安全防范水平。通过深化“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创
建、“百万警进千万家”、东方公安警务勤务改革等
举措，进一步夯实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同时，通过
扎实推进“一村一警务助理”“警保联控”等措施，
科技赋能治安管理上取得新突破，智慧安防小区
建设有新成效，共建共治共享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东方市力推农村公路
“六大工程”建设
新建和拓宽道路近800公里

本报八所12月30日电（记者肖开刚）12月
30日，刚刚基本完成改造的东方市东河镇至公爱
农场县道，沥青路面崭新平整，来往车辆通行顺畅，
工人们正在进行标志标牌等交通安全设施安装等
收尾工作。这是东方市力推农村公路“六大工程”
建设的最新一幕。自2016年启动农村公路“六大
工程”以来，东方市完成投资约12.9亿元，新建和
改造拓宽农村公路近800公里，使该市建制村通客
车率达到100%，城乡交通运输加速一体化。

农村公路“六大工程”是推进“四好农村路”建
设的重要抓手，是保障脱贫攻坚的重要民生工程，
建设内容包含自然村通硬化路、窄路面拓宽、县道
改造、旅游资源公路、生命安全防护、桥梁建设及
危桥改造等。作为全国首批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
示范市创建城市的东方市，把农村公路“六大工
程”建设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压茬推进各个项目建
设，全力改善农村地区人民群众出行条件。

海南日报记者从东方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
东方市农村公路“六大工程”共有286个项目。其
中自然村通硬化项目117个，里程合计237.6公
里，预算总投资约3.21亿元，已全部完工；窄路面
拓宽项目96个，里程合计464公里，预算总投资约
4.63亿元，已全部完工；生命安全防护工程项目24
个，里程合计43.61公里，预算总投资约7032.62万
元，项目已全部完工。此外还有1个县道改造项
目，39个农村公路桥梁建设及危桥改造项目和9个
旅游资源路建设项目，也将在近期全部完工。

“原来有些农村公路只有3米宽，进不了客
车，通过我们这些年的建设和改造拓宽，现在的路
都有4.5米至6米宽，客车都能顺利开进村，让乡
村也通上了公交车。”东方市地方公路管理站办
公室主任王远松说，通过农村公路“六大工程”建
设，东方农村地区的交通条件全面提升。

东方市东河镇西方村脱贫户符章达：

脱贫后奔小康劲头更足
本报八所12月30日电（记者肖开刚）“今年

多承包了400棵芒果，毛豆也比去年多种了一倍，
如果到明年四五月份收获的时候价格还可以，我
就有信心把旧房子拆掉，建个新房了。”12月24
日中午，刚从芒果园里干活回来的东方市东河镇
西方村脱贫户符章达，开心地跟海南日报记者分
享了他的奔小康计划。

2004年，因孩子年幼都在上学，家里缺少创
收渠道收入微薄，符章达一家被认定为贫困户。
这些年来，在扶贫帮扶下，符章达一家获得补助改
造了危房，入股扶贫项目享受了产业分红，自己也
勤奋肯干，发展起来芒果和毛豆种植产业，顺利实
现了脱贫，今年获评为“海南省脱贫光荣户”。

“前几年刚开始种芒果，产量少，孩子也都在
上学，家里比较困难一些，但好在有帮扶，慢慢就
渡过了难关。”符章达说，现在两个孩子已经毕业
出去工作，家里的芒果也进入了丰产期，脱贫后轻
装上阵，更有劲头追求好生活了。

因为种植芒果有了经验，今年符章达把其他
村民没空管理的400棵芒果承包了下来，扩大了种
植的面积。同时，在村里两名党员带动下，他和另
外两个脱贫户一起投资参与到毛豆种植中，把种植
面积从去年的20多亩扩大到了今年的50多亩。

“今年芒果收入有三万元左右，毛豆也收入了
一万多，现在瓜菜的行情很不错，加上种植面积扩大
了，明年收获后收入应该会比今年多一些，这样就凑
够建新房的钱了。”符章达说，他计划明年先把第一
层建起来，预留第二层，未来生活会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