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半年海南全省公安机关

共侦破刑事案件6477起

为近4年同期最高

破获命案积案 14起
其中20年以上的积案8起

解救失踪被拐儿童4名

打掉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11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254名

破获刑事案件233起
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折计4.87亿元

侦破电诈案件 1038起
打掉团伙 16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 435名
止付、冻结涉案资金 3.64亿元

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185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357名
缴获各类毒品 1.89千克

海南公安上半年侦破
刑事案件6477起

制图/杨千懿

本报海口8月26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王
坤）8月26日下午，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透
露，今年上半年全省公安共侦破刑事案件6477
起，为近4年同期最高。

2021年上半年，全省公安机关不断深化全
国最安全地区创建工作，着力控发案、多破案、
压事故、防事件，实现了“五个严防、两个确保”
工作目标，为筑牢海南自贸港安全屏障、创建一
流营商环境作出积极贡献。上半年海南全省公
安机关共侦破刑事案件6477起、为近4年同期
最高。破获命案积案14起，其中20年以上的积
案8起，解救失踪被拐儿童4名。

道路交通安全治理不断深化，高规格部署开
展了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新一轮三年攻坚战
及中小学生生命安全教育和防护能力提升工程。

开展打击治理离岛免税“套代购”走私专项
行动，实质性运行琼粤桂反走私联防联控机制。
建成沿海8个试点反走私综合执法站，会同海口
海关缉私局组织开展6轮专项打击行动，打掉套
购团伙44个，抓获涉案人员30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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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成林

常言道，服务为民当“急群众所
急”，可万宁部分瓜果菜补贴款的发
放，却是不急不忙、慢慢悠悠。名单
公示一年多，补贴款仍旧不见踪影。
本该便民利民的好政策，在散漫拖沓
中悬了空，引得群众颇有怨言。虽然
相关方表了态，尽快处理，但由此损
害的政府公信力恐怕一时难以修复。

补贴款何以迟迟不发？根据报

道可见，症结出在材料的审核上。那
么问题来了，面对同样的材料，为何
省农业农村厅认为符合条件，而万宁
市农业农村局却认为材料不全？说
法相互打架。更匪夷所思的是，同一
采购商，同样的申报流程、申报材料，
为何有些可以领取，有些不能？再者
说，即便补贴款不发放，总得及时反
馈、详细说明吧，可现实是，等媒体报
道了，相关方还在“隔空对话”，堵点究
竟在哪，依然不清不楚。而今，各方

关注下，问题总算提上了日程，可依
然让人不解的是，究竟是怎样的一套
程序，要走到年底前才能将补贴发放
完毕？这恐怕也要向公众交代明白。

可见，问题不在申报材料上，而
在责任虚置、作风散漫上。抓工作，
不能只是将政策出台了之，关键要看
实施的效果。同样，补贴款也不能一
拨了事，还要及时追踪问效，察看是
否落到实处。可是，在该案例中，相
关方没有“回头看”，政策落实的“梗

阻”无人去管，只是等到媒体曝光了，
才着急想办法、去解决。解决问题，
靠舆论推着走，没有“查堵破难”的主
动意识，试问，如此作风如何能把政
策落实落细、落到群众心坎上。

更进一步看，政策落实多具系统
性，往往牵涉多个环节、多个部门，需
要彼此协同配合。在“查堵破难”工
作中，省委也明确强调，坚决破除“各
自为政”现象。可是，在补贴款发放
上，群众却感受不到相关方的协同攻

坚，看到的更多是“各说各话”。责任
在“你来我往”中悬了空。抓落实，是
各行其是，是还主动沟通，反映的正
是作风的虚与实。

政策落实，慢不得、拖不得。承诺
的不兑现，好政策不落实，伤的不仅是
民心，更是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就
该案例来看，解决起来并不难，难的是
如何以此为戒，厘清责任，堵住漏洞，
严实作风，严防类似现象再次发生，确
保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实落细。

政策悬空源于责任虚置

本报万城8月26日电（记者肖
开刚）收购商曾祥清的材料符合申报
条件，应尽快发放补贴。这是8月26
日中午，省农业农村厅工作组到万宁
市农业农村局，对万宁菠萝收购商曾
祥清的申报材料进行复核后，明确给
出的意见。

本报专栏“海报监督”在8月25
日以《万宁瓜果菜补贴款发放为何

“卡壳”？》为题，报道了在去年省农业
农村厅已审核认为符合条件并下拨

省级补贴资金的情况下，万宁市农业
农村局以曾祥清等收购商的申报材
料查不到对应农产品农残检测报告
单号记录为由，至今没有发放疫情期
间瓜果菜补贴的事情。

针对报道中曾祥清等收购商反
映的问题，省农业农村厅在8月25
日迅速启动了复核程序，立即组织工
作人员收集梳理复核资料，并于8月
26日派出由相关业务骨干组成的工
作组，到万宁市农业农村局开展现场

复核。
海南日报记者在复核现场看到，

省农业农村厅工作组逐份检查了留
底在万宁市农业农村局的曾祥清申
报材料原件，并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复
核表进行一一核对，认为曾祥清现有
的21份申报材料，全部能在系统上
查到相应的出岛信息和检测单号，可
认定为符合申报条件。

在完成曾祥清申报材料的复核
工作后，省农业农村厅工作组还对万

宁认为存在异议的其他收购商申报
材料进行了再次审核，发现大部分申
报材料都有原件且齐全，可以互相印
证，初步认定符合申报条件。

省农业农村厅复核工作组表示，
接下来，对于万宁部分因信息不对称
而有异议的申报资料，他们将在本周
内完成再次复核工作，并将复核结果
反馈到万宁市农业农村局，希望切实
做到应发尽发，让符合条件的收购商
早日领到补贴款。

万宁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待省农
业农村厅全部复核完毕后，他们将公
示最终符合申报条件的补贴名单，并
经局党组会议研究审定，报送万宁市
财政局申请资金，在万宁市财政局将
补贴资金下拨到该局后，将把补贴款
逐一发放到相应的收购商账户中，

“预计今年年底前可以发放完毕”。
曾祥清说，希望能早日拿到40

余万元的补贴款，这将大大减轻他今
年在菠萝种植方面遇到的资金压力。

万宁收购商曾祥清申报材料通过复核，其他收购商大部分申报材料初步认定符合申报条件

本周完成复核 补贴应发尽发

本报海口8月26日讯（记者张
期望）8月 23日，本报刊发报道《私
人微信也能收取行政罚款？》，曝光
了海口市秀英区海秀镇综合执法中
队违规执法行为。8月26日，海口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表示，报道是对
海口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一次警示
教育，该局将在全市范围内严查现
场执法不规范行为，并对全市综合
行政执法人员开展规范化培训，要
求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严格执行
罚缴分离的规定。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四级调
研员杨世华介绍，根据2021年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
下简称《行政处罚法》）规定，执法人
员当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向
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填写预定格
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
当场交付当事人。8月17日，海秀镇
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对“绿巨能”垃圾
分类门市店负责人梁虹的处罚行为，
明显违反这一规定。

《行政处罚法》明确，可以当场收
缴罚没款情形有二：一是依法给予
100元以下罚款或不当场收缴事后
难执行的；二是在边远、水上、交通不
便地区执法时，当事人到指定银行或

者通过电子支付缴纳罚款确有困难，
且当事人提出并同意，行政机关及执
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杨世华
表示，海秀镇此次行政执法行为，明
显违反了《行政处罚法》上述规定，未
执行行政处罚罚缴分离要求。

为纠正秀英区综合行政执法人
员在执法过程中违规行为，目前，海
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已向
中国银联海南分公司提供开通二维
码扫码支付系统的相关材料，开通电
子缴付罚款系统，今后该区开展综合
行政执法时，将按照规定通过该系统
收缴罚款。9月上旬，秀英分局将邀

请海南威盾律师事务所行政法律师
对全区8个镇街综合行政执法中队
开展简易程序执法规范化培训。

8月24日下午，秀英区海秀镇党
委已责令海秀镇城管中队副中队长
王世佳、队员吴坤铭向镇党委作出书
面检查，并对城管中队队长陈奕仲、
分管领导陈焕皓进行谈话提醒。对
此处理结果，杨世华表示，海口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将通过倒查的方式，对
当天参与执法人员展开全面调查，确
保海秀镇党委做出处罚得当。如果
存在姑息行为，将责令相关部门重新
做出处罚。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该局将以此次报道为契
机，对全市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开展执
法规范化培训，组织学习《行政处罚
法》，确保执法人员依法依规执法，树
立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新形象。为杜
绝执法人员现场违规收缴罚没款情
况再次发生，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将大力推进罚款收缴电子系统建设，
并严格要求全市综合行政执法队伍
执行罚缴分离规定。海口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将启动督察机制，严查海口
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的
违规行为。

海口市综合执法局就本报报道《私人微信也能收取行政罚款？》作出回应：

严查执法不规范行为 严格执行罚缴分离

海口设立12345热线
房地产违规销售举报专席

本报海口8月26日讯（记者叶媛媛）为贯彻
落实“房住不炒”的定位，整治海口市房地产市场
乱象，切实维护广大购房户的利益，8月25日，海
口设立12345热线房地产违规销售举报专席，专
项受理房地产市场违规销售行为举报。

海口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海口
12345热线房地产违规销售举报专席已经投入使
用，由专人负责接听，受理房地产市场销售领域的
违法违规举报。广大市民在购房时若遇到开发商
或中介机构存在无证销售房屋，价外加价销售，进
行捆绑装修、车位和会员资格变相涨价等违法违
规行为，切记要留存相关证据并拨打12345政府
服务热线进行举报。

据悉，专席受理的举报件将由海口市房地产
市场联合执法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工作专班处
理，相关部门进行联合执法，对市民提交的证据
线索，一经查实，将对相关企业、机构等予以严
厉处罚。

团省委联合金融机构
启动创业就业扶持项目

本报海口8月26日讯（记者昂颖）8月26日，
团省委联合我省金融机构启动“青春华章·筑梦未
来”创业就业扶持项目，推出海南银行创业担保
贷、惠农贷、青雁贷等青年创业扶持贷款产品，为
青年干事创业提供资金支持，营造良好环境。

项目扶持对象范围包括高校毕业生、城镇登
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复员转业退役军人、
返乡创业农民工等。在扶持创业项目上，涉及种
植业、养殖业、加工制造业、商贸业、服务业和新兴
电商等诸多领域。

该项目从简化申报流程、上门服务等方面入
手，以更加积极的金融政策措施和优质服务，大力
扶持青年创业者和小微企业发展。其中，创业担
保贷是用于支持个人创业或小微企业扩大就业的
贷款业务，个人最高贷款额度为30万元，小微企
业最高贷款额度为300万元，最长贷款期限3年；
惠农贷是用于支持符合条件农户生产经营的贷款
业务，个人最高贷款额度为100万元，最长贷款期
限8年；青雁贷是用于帮助我省农村青年致富带
头人生产经营资金周转的贷款业务，最高贷款额
度为100万元，最长贷款期限3年。

我省创业青年、青年创业项目负责人、农村青
年致富带头人以及符合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范
围的小微企业等，即日起可持公司营业执照等经
营主体资质证明材料，以及近一年的销售证明和
银行流水、交易合同发票等有关证明材料向海南
银行提出申请，由海南银行对借款人及其经营项
目资料的真实性、借款人资质进行尽职调查和审
核。审核通过后，海南银行将为借款人安排借款
合同签署和放款事宜。

手握戒尺当怀敬畏之心

昌江王下乡·黎花里二期
预计下月初完工

本报石碌8月26日电（记者张文
君 特约记者黄兆雪 通讯员陈淑嘉）
目前，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乡·黎花里
文旅项目二期建设已接近尾声，预计
9月初完工。这是海南日报记者8月
26日从昌江有关部门获悉的。

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王下乡·
黎花里形象大门旁新建了保安亭，一
侧安装了车辆智能云控系统及高清
摄像识别系统。游客服务中心提升
区墙体修建和玻璃窗安装工程即将
完成。

据了解，王下乡·黎花里文旅项
目二期除了入口景观乡村旅游配套
设施建设工程，还包括黎花一里、二
里、三里乡村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工程
以及多媒体声光电设备采购安装项
目等。

“二期项目将于9月初完成，建
成后，王下乡的旅游综合接待能力
将得到进一步提升，推动旅游产业
向纵深发展。”王下乡党委副书记郭
恒瑞说。

记者还了解到，王下乡·黎花里文
旅项目三期的设计方案已基本完成，
将逐步完善“点、线、面、片”全域旅游
布局，旨在通过分阶段、分步骤规划打
造黎乡田园观光区、黎族文化体验区、
河谷秘境体验区、热带雨林民宿区。

8月26日，航拍海口江东新区迈雅河区域，河清岸绿的美景宛如画卷。海口江东新区迈雅河区域生态修复规划总面积
达8517亩，先期施工面积达2200多亩，划分为海防林保护修复区、湿地生态修复区、村落有机更新示范区及村落基础设施
提升区等4个区域。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河清岸绿美如画

■ 陈宇

执法不亮明身份、用私人微信
收取行政罚款……海口市秀英区
海秀镇综合执法中队违规执法行
为，一经曝光便引起广泛关注，相
关部门也两次做出回应，一次比一
次深入。当然，查处一次执法行为
易，以点带面解决类似现象难，对
相关方的整改力度及深度，我们拭

目以待。
执法是一种权力，更是一种责

任。法治社会的良好运行，离不开
公民对法律的敬畏和遵守，更离不
开执法者对法律的规范执行。每一
次执法都是一次法律法规的普及。
从一次次执法中，广大群众可感知
到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公正性，进而
更好地遵法守法。因此，身为执法
者，理应以身作则，成为知法守法的

标杆和示范。
海口市秀英区海秀镇综合执法

中队个别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随
意潦草、漏洞百出，执法不依规，为暗
箱操作留了空间，既损害当事人合法
权益，也有损党和政府的形象，更令
执法公信力大打折扣，给当地营商环
境带来不良影响。

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
营商环境，是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

南自贸港的重要一环。其中，法治
化位居首位，重要性不言而喻。法
治的公正性、权威性、严肃性不容挑
战。这一事例给全省执法人员敲响
了警钟。“打铁先得自身硬”，上级主
管部门要拿出破釜沉舟的决心，摒
弃护犊子、装面子的心理，对违规执
法行为不姑息、从严惩处。同时，要
举一反三，深入查摆执法环节不规
范、散漫任性行为，完善体制机制，

加强内部教育，提高执法水平，加强
队伍建设，努力打造一支经得起考
验的执法铁军，确保执法公平公正、
阳光透明。

手握戒尺，当心存敬畏。唯有树
立执法为民、执法必严的理念，公正、
规范、文明执法，让群众在每一项执
法活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才能打造优质法治环境，获
得群众的衷心支持。

灯笼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