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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伊
始，儋州市成立以市委书记为组长
的领导小组，全市政法系统各单位
相应成立“一把手”为组长的教育整
顿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靠前指挥、
统筹协调，推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工作落地落实。自3月9日儋州市
召开动员部署会以来，市教育整顿
领导小组先后召开会议12次。“儋州
市委书记、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
导小组组长袁光平按照‘四个亲自’
的要求，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
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
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并层层压实
责任，确保工作落实到位。”儋州市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副组长杨忠诚

说，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进入查纠
整改的关键阶段，市委常委会召开
会议对重大案件进行研究分析，部
署整改和“回头看”工作，不断推动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再发力、再加压。

不断强化以忠诚为主题的政治
教育和党史教育，全市政法干警进
一步筑牢忠诚根基。儋州市组织政
治轮训6场，受教育干警1368人次；
参观爱国基地7场次，受教育1955
人次；举办延安整风等专题教育14
次；举办应知应会知识讲座2场次。
市委书记、政法系统各单位主要领
导讲专题党课6次。政法系统各单
位召开警示教育大会13场次、组织
在押职务犯罪人员现身说法1批次，
组织政法干警旁听职务犯罪庭审1

批次，引导广大干警知敬畏、明法
纪、存戒惧，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
线。先后组织到歃血结盟纪念园、
光村镇泊潮村黄金容革命烈士纪念
碑等党史教育基地学习，激励政法
干警见贤思齐、崇尚英模。全市政
法系统各单位组织开展“对标先进
找差距，学习英模勇当先”“最美警
察”评选等活动，挖掘干警身边一批
先进典型，营造宣传英模、学习英
模、崇尚英模的氛围。

在全市政法系统各单位干警中
广泛开展自查自纠，先后多轮次完
成谈心谈话共 4500 余人次、填报
《个人自查事项报告表》4900余份，
引导干警主动向组织说明问题。儋
州市先后开展5次思想动员和工作

部署，对照检查自身存在的问题。
全市政法系统各单位以谈心谈话、
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方式，让
有问题的干警打开心结、放下思想
包袱、主动向组织说明问题。截至7
月22日，主动说明问题人员共116
人（含警务辅助人员），其中主动投
案106人，已完成适用从宽处置85
人，教育挽救一批干警。

儋州市委、政法委对涉嫌违纪
违法线索应收尽收，重点清查对党
不忠诚、不老实的两面人，彻查黑恶
势力“保护伞”，深查执法司法腐败，
严查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
的腐败行为。截至目前，共立案审
查调查62人、处分处理62人，形成
强大震慑。

压实责任落实到位 | 淬炼忠诚政治本色A

儋州筑牢干警政治忠诚思想根基，整治顽瘴痼疾，打造绝对可靠的政法铁军

利剑刮骨去沉疴 忠诚铸魂练精兵

今年7月25日，儋州市
公安局刑警成功抓获1名潜
逃 18年的积压命案嫌疑人
羊某杰。2003年 1月31日
晚，中和镇萍塘村的羊某杰、
羊某科对中和镇水井村村民
实施报复，打死4名村民、打
伤 1名村民后，2人迅速潜
逃。儋州市公安局迅速组织
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当年4
月抓获犯罪嫌疑人羊某科，
但犯罪嫌疑人羊某杰仍然在
逃，他还是2002年 10月发
生在白马井镇一宗杀人案件
的重大嫌疑人。多年来，儋
州市警方一直在追捕羊某
杰。近期，儋州市公安局刑
警走访嫌疑人、被害人家属，
足迹遍布海南、广东多个市
县，终于把在万宁市兴隆农
场一带回收废品、化名“张胜
老”的羊某杰缉拿归案，2宗
尘封近20年的积压命案成
功告破。

这是儋州市公安局坚持
把积压命案侦破作为检验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实际成效，
全面发动新一轮积压命案攻
坚战后，取得的重大成果。

儋州市委带领全市政法
机关干警严格落实党中央决
策和省委部署，以刀刃向内
的勇气、刮骨疗毒的决心、敢
打硬战的拼劲，去疴除弊，扶
正袪邪，扎实开展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工作取得预期成
效。进一步筑牢干警政治忠
诚思想根基，清除害群之马，
有效整治顽瘴痼疾，大力弘
扬英模精神，群众对政法系
统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儋州市推进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成效转化，充分发挥
警示教育的警醒作用、英模
榜样的标杆作用，教育引导
政法干警永葆忠诚干净担当
的政治本色，确保对党绝对
忠诚。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
说：“继续在抓好存量问题清
理上下功夫，实现重点案件
办结销号、顽瘴痼疾清仓见
底、反馈问题全面整改。继
续在‘我为群众办实事’上下
功夫，推出一批有政法特色、
彰显政法为民新形象的办实
事项目，切实提升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继
续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提
炼总结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
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规
章制度，形成长效常态管人
管事，不断巩固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成果。通过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和成果转化，打造
对党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
对可靠的儋州政法铁军，为
海南自贸港建设和海南西部
中心城市建设提供坚强政法
保障。”

紧盯影响执法司法公信力的老
大难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多发
性、顽固性突出问题，猛药治沉疴。
儋州市共排查违反“三个规定”问题
8人，已全部处理；政法干警配偶、子
女及其配偶违规从事经营活动问题
4个，已处理完毕；违规违法减刑、假
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7件，已全部
整改；排查有案不立、压案不查、有
罪不究案件等顽瘴痼疾问题733件，
已全部整改；在排查中，未发现违规
参股借贷以及法官、检察官离任后
违规从事律师职业，充当司法掮客
的问题。

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大力解决痛
点难点问题，儋州市政法系统各单位
对问题开展排查工作，建立问题台

账，开展分析研判，实施销号整改。
儋州市委将全市政法系统各单位解
决好历史遗留问题，作为“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截至
目前，全市已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共
62个。

倾情为困难群体解决事关切身
利益的难题，增强困难群体的幸福
感。长期以来，21名流浪乞讨人员
长期滞留在儋州市，其中个别患有
精神疾病、肢体残疾，有的至今尚未
查明身份，无法办理落户和身份证
件，成为历史遗留问题。近日，儋州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户籍管理大队根
据省、市文件要求，参照海南省无户
口人员登记户口实施办法的通知相
关规定，在协调省公安厅和儋州办

证中心后，主动上门为这21名流浪
乞讨人员办理落户手续、拍摄证件
照，为他们办理居民身份证，户籍民
警把办好的身份证、户口簿，送到儋
州市救助管理站，彻底解决这些人
的历史遗留问题，为今后有关职能
部门为他们办理低保、医保等相关
手续提供合法证明，让他们能享受
国家相关福利待遇。

接受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洗
礼，儋州市锻造战斗力强劲的政法
铁军。市公安局重拳打击违法犯
罪，合成作战中心成立以来抓获违
法犯罪嫌疑人357名，破案203宗；
近期成功侦破3起积压命案，分别将
潜逃近20年、24年、30年的逃犯抓
捕归案。今年市公安局持续深入推

进合成作战机制实体化运作，从各
部门优选一批“一专多强”的年轻公
安业务能手，组建一支忠诚可靠、业
务精尖、朝气蓬勃合成作战的青年
军，成为儋州警方提升打击违法犯
罪效率的强劲动力。儋州市公安局
合成作战中心民警李明友说：“加入
合成作战中心，是一种挑战、是一种
荣誉，更是一种责任。快速研判、精
准打击，是我对工作唯一的要求。”5
月13日凌晨，正在值班的他接到协
查通知，称有2名报警人刚刚在那大
主城区遭多名男子挟持殴打，被抢
走一部手机。他立即对案件信息迅
速研判，仅用不到4个小时，便精准
锁定全部犯罪嫌疑人的藏身地点，协
助办案民警把这一团伙一网打尽。

大力整治顽瘴痼疾 | 锻造坚强政法铁军B

儋州市政法系统各单位召开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基层群众等座谈会11场次，开展
进企业、进社区、进村居、进学校、进单位等活
动263场次，征集群众意见建议131条，倾听
人民群众呼声和诉求，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
难点、痛点、堵点问题，深化便民利民措施，开
展为民办实事223件，解决群众诉求和困难
6067件，受到群众好评。市法院率先推进律
师服务平台、诉讼服务网工作，开展在线音视
频调解案件510件、诉前调解化解矛盾纠纷
353件，诉讼服务质效评分长期居全国前列。

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儋州市检察院
做精检察公益诉讼。窨井是城市基础设施，
窨井盖是否安全事关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近期，儋州市检察院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
职能，对全市窨井盖安全问题开展调查，发现
白马井镇、排浦镇等镇道路多处窨井盖缺失、
破损、变形、移位、松动、老化等情形，给行人
和车辆造成安全隐患。为此，立即向负有监
管职责的市城管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
其履行监管职责，监督相关权属单位及时修
复有问题的窨井盖，协同各镇和相关部门对
全市窨井盖问题开展全面清查整治，及时消
除安全隐患。收到检察建议后，市城管局立
即联合白马井镇政府和排浦镇政府对辖区窨
井盖现场勘查，共发现16个窨井盖破损，并
及时修复、更换，保护群众“脚底下安全”。

发挥职能作用，儋州市公安局出台《关
于解决被收养无户口人员办理落户问题的
指导意见（试行）》，依法依规及时解决群众
面临的问题。2004年2月，东成镇平地村村
民符伟识从一户人家领养1名女孩，抚养至
今已17年。他曾多次到过市民政部门和当
地派出所，咨询办理领养女孩落户手续，均
被告知不符合政策规定，无法办理落户手
续，女孩长大成人，无户口导致她工作和生
活诸多不便。今年5月，他再次到东成派出
所反映难题，东成派出所民警立即上报市公
安局治安支队户籍管理大队，户籍管理大队
细致分析他收养女孩情况，指导东成派出所
核查其收养女孩的情况和材料，为避免群众
来回奔波，户籍管理大队要求东成派出所严
格执行一次性告知程序。东成派出所收集
相关材料上传户籍审批系统后，户籍管理大
队负责人及时审批，6月17日，市公安局为
符伟识办理收养人员补登户口业务，打印户
口簿。他感激地说：“太感谢公安民警，解决
我家17年的难题。”截至目前，全市已经解
决5人落户问题。

从满足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儋州市公
安局结合工作实际推出便民举措。5月10
日，设在市公安局东门的市公安政务服务24
小时自助办理区正式启动，这是儋州深化公
安政务服务“放管服”改革的重要举措，弥补
非工作时间服务盲点，真正实现为群众提供

“7×24”小时不打烊的全天候政务服务。“24
小时自助办理区真是太方便，今天我来换驾
驶证、续签港澳通行证，几分钟就办好了。以
前有时排队等1天都难以办好。”市民刘晓燕
点赞24小时自助办理区真正便民、快捷。24
小时自助办理区占地85平方米，安装出入境
业务的证件照片自助照相机、通行证自助签
注机；车驾管业务自助服务一体机、驾驶人自
助体检机、交通违法自助处理机、驾驶证自助
制证机；户政业务的二代身份证自助受理机，
以及海南警务服务站等便民服务机、业务自
助查询机等10台设备。基本实现出入境、户
籍、车驾管多警种业务融合、一站式、全天候、
人性化的服务功能，具有缩短办理时间、精简
办理材料、降低办事成本、减少警力投入和自
主选择办证时间的特点。

（本版策划/刘龙 本版撰稿、供图/李珂）

“回头看”后举一反三 | 完善体制机制建设C
在“回头看”期间，儋州市公安

局将套路贷纳入顽瘴痼疾整治范
围，目前已成功侦破2起涉及套路贷
的大要案件，打掉团伙2个。市法院
将虚假诉讼和套路贷纳入顽瘴痼疾
的整治范围开展清查，组织对2019
年以来的案件进行全面摸排，并于
日前完成对2件涉嫌虚假诉讼案件
的核查，对3宗疑似套路贷案件进行
确定。

今年1至6月，儋州反诈系统预
警的电话短信类诈骗案件线索已下
降到目前日均0.4条，同比去年日均
2.3条下降82.6%；QQ、微信网络诈
骗线索第二季度137条，较第一季度
463条下降 70.4%。儋州市法院今
年上半年受理电诈124件、150人，
审结110件、135人。被告人吴某某

犯诈骗罪，其参与利用电信网络对
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金额共计
40480元，儋州市法院依法判决其有
期徒刑6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万元。

针对中央第十一督导组指出的
儋州市公安局民警将网上逃犯违规
撤网和违规办理户口等问题，市教育
整顿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
署整改，在全市范围部署开展“以案
说法、以案促改”活动，深化警示教
育。市纪委监委对负不同责任的13
名涉案人员分别作出并案处置、立案
审查调查、诫勉谈话、批评教育等不
同的处理。

注重整改落实与建章立制相结
合，做到“当下治”和“长久立”相结
合。儋州市政法系统各单位通过问

题整改，举一反三，促使整改成果制
度化，建立健全各类制度85项。市
委政法委出台《政法干警对有不良行
为未成年人“三访四入五帮”工作制
度》，用法治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市法院针对强化立案、执行群众
服务能力，制定《儋州市人民法院窗
口立案工作规程》等。市检察院围绕
乡村振兴、平安儋州建设等重点工
作，出台《儋州市“河长+检察长”协作
配合机制》等。

围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过程中
揭示的执法司法问题，儋州市公安局
优化快速反应机制、组建铁骑队等，
形成长效工作机制。7月13日，儋州
公安部门组建的首支铁骑队上街巡
逻，发挥警用摩托车优势迅速处置警
情。这是儋州深入落实快速反应机

制，做到点对点调度指挥，快速反应、
快速出警、快速处置，及时发现处置、
有效打击震慑路面各类违法犯罪活
动的重要举措。铁骑队由32名队员
组成，其中特警16名、交警16名，是
一支既管交通又管治安的队伍，充分
发挥警用摩托车灵便、快速反应等特
点，加大城区街面的见警率，提升出
警效率，提高管事率。铁骑队主要在
那大镇主城区主次干道以及车站、市
场等重点区域全方位立体式巡控，及
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迅速处置路街
面各类警情，打击震慑各类违法犯罪
行为。近日，儋州市那大镇一市民报
警称其女儿在兆南熙园小区门口走
失，接警后，铁骑队第3组民警易兴
伟等人2分钟赶到现场，20分钟后
帮助找到其女儿。

D 坚持为民办好实事
彰显教育整顿效果

7月13日，儋州公安部门组建的首支铁骑队上街巡逻。铁骑队由32名队员组成，其中特警16名、交警16名。

55月月1010日日，，儋州市公安政务服务儋州市公安政务服务2424小时自助办理区正式启动小时自助办理区正式启动，，图图
为民警教市民使用驾驶人自助体检机为民警教市民使用驾驶人自助体检机、、交通违法自助处理机等设备交通违法自助处理机等设备。。

儋州市人民检察院干警成功化解一个长达10年的赔偿纠纷，
群众送锦旗致谢。

儋州市人民法院白马井中心人民法庭组织干警前往辖区内
滨海新区旅游产业园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儋州市人民法院干警在白马井中学开展
“拒绝毒品 珍爱生命”万人宣誓签名禁毒宣
传活动。

儋州市人民检察院开展“检爱同行，共护
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未检干警向青少年普
及法律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