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三亚11月9日电（记者李
梦楠）11月8日，三亚市月明桥工程
项目施工现场传来阵阵机器轰鸣
声，工人紧张有序地忙碌着。日前，
三亚正式拆除解放路一侧“堵点”建
筑，为工程推进打开通道，预计月明
桥明年春节前实现通车。

作为三亚市政交通路网的重要
组成部分，月明桥横跨三亚河，是连

接三亚河两岸城区的主桥梁之一，
桥体总长225米，道路为双向四车
道。桥上还设置人行道、非机动车
道和绿化带，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市
区交通压力。

“大桥主体早已完工，引桥道路
建设却迟迟无法推进。”代建单位海
南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施工方2017年进场施工，2019

年7月桥体建设已经全面完工。桥
体施工完毕后，大桥东、西两头需继
续建设200多米的引桥道路，东侧
引桥道路将连接河东路，西侧引桥
道路将连接解放路。可由于引桥道
路涉及的区域拆迁受阻，工程建设
无法继续开展。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
动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开展以来，三亚高度重视月明桥
的“堵点”问题，召集相关单位召
开协调会，全力推进拆迁工作，并
根据合同计量，签订施工补充协
议。在各方努力下，近期天涯区、
吉阳区分别对大桥两头的建筑进
行拆除。“堵点”疏通后，月明桥项
目建设得以重启，施工人员目前
已进场施工。

为民办实事

“堵点”建筑被拆除，项目建设得以重启

三亚月明桥预计明年春节前通车

⬆11月8日，在三亚市月
明桥项目工地，施工人员有序
施工。

⬅11月8日，俯瞰横跨三
亚河的月明桥。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本报海口11月 9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森
蒋升）11月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
公安厅召开的教育整顿再部署会议
上获悉，第二批公安队伍教育整顿以
来，海南公安持续发力、攻坚破难，坚
持刀刃向内，全面深入查纠问题，坚
决清除公安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切实
解决群众反映强烈、影响执法司法公
信力的难点问题。

“查纠整改是教育整顿的中心环
节，问题查纠深不深入，整改彻不彻
底，工作落实到不到位，直接决定着队
伍教育整顿的成效。”省公安厅教育整
顿办有关负责人介绍，省公安厅领导
带头与厅党委委员、二级巡视员、二级
警务专员和厅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开
展集体谈心谈话，宣讲解读“自查从
宽、被查从严”政策，并多次邀请省纪
委、省监委同志讲授廉政党课。厅属

各级党组织采取集中宣讲与个别谈
话、一线走访与政治家访等方式，开展
谈心谈话3716人次。第二批公安队
伍教育整顿以来，组织厅机关2334名
干警开展3轮次填报个人自查事项报
告表，自查填报问题率达100%。

“开展‘自查从宽、被查从严’政
策宣讲，旨在引导有问题的民警能够
明白‘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给机
会却不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从而
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以洗心革面的
姿态投入工作。”省公安厅教育整顿
办有关负责人说。

为统筹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和公安
队伍教育整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的具体问题，今年9月，省公安厅在全
国率先开通96116执法监督热线，接
受群众举报，系统整治“有案不立、压
案不查、降格处理”等突出问题，共接
听群众有效投诉559次，做到随办随
结。第二批公安队伍教育整顿以来，
抽评市县公安机关案件628宗，发现
问题案件35宗，抽评厅机关部门案件
435宗，发现问题案件14宗。排查出
市县公安机关违规违法办理“减假暂”
案件94起，已整改92起。

省公安厅教育整顿持续发力全面深入查纠整改

刀刃向内治痼疾 解决执法突出问题
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 争当自贸港政法先锋

积极探索法律顾问服务新模式

万宁上线
“村（居）法律顾问”平台

本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莫华慧）“如果
没有法律顾问的帮助，我的问题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解决。”近日，万宁市北大镇尖岭村村民王
某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此前困扰他的抚养费纠纷
问题，在该镇村（居）法律顾问金水华的帮助下
得以解决。

今年，在安排 54 名法律顾问下沉到各村
（居），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的基础上，万宁市积极
探索村（居）法律顾问服务新模式，上线“村（居）法
律顾问”平台。群众通过微信扫码即可随时、随
地、随手免费获取法律咨询、人民调解、法律文书、
司法案例库等公共法律服务事项。

金水华介绍，村民平时在生活中遇到民间借
贷纠纷、土地纠纷、婚姻家事问题等，都可以找
（村）居法律顾问寻求帮助。“各村委会都有村（居）
法律顾问的公示牌，村民可以加微信或者通过‘微
律云’小程序进行线上咨询；也可以提前预约，在
我们下村值班时前来当面沟通，我们会为村民出
具法律意见或者提供解决方案。”

据了解，除了上线“村（居）法律顾问”平台，万
宁市还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政务大厅、礼纪司法
所、和乐司法所、北大司法所、东澳司法所及三更
罗司法所分别投放了7台自助法律服务查询机，
为群众提供智能化法律服务。同时，万宁市还积
极建立健全特殊人群绿色通道和上门服务机制，
为老、弱、病、残、孕等行动不便的人群搭建无障碍
绿色诉讼服务通道，提供上门服务。

此外，万宁政法部门成立了集现场立案、缴
费、调解、速裁于一体的便民诉讼服务站，建设24
小时自助诉讼服务区，并加大对移动微法院、律师
服务平台、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等各类应用的宣传
力度，大力推广网上立案、跨域立案、诉前调解，节
约当事人诉讼成本。

一版延伸

■■■■■ ■■■■■ ■■■■■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七一””重要讲话精神重要讲话精神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2021年11月10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陈奕霖
美编：孙发强 检校：王振文 邝才热

A02

全省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举
报热线65332869、66810531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举报：
966123

德耀天涯——我省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事迹

■ 本报记者 邓钰

11 月 5 日，第八届全国道德模
范及提名奖获得者名单公布，海南
天然橡胶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新中分
公司石盘 13 队退休干部柯昌芳荣
获提名奖。“我从没想过会获得这样
的荣誉。我只是尽了党员应尽的职
责，始终站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的第一线。”面对掌声和荣
誉，他这样说。

“是巨大的荣誉，更是莫大的鼓
励！”11月9日，柯昌芳在位于万宁的
家中，与海南日报记者说起了获奖的
感受，此刻，这位头发花白的66岁老
人，眼中迸发的神采却丝毫不输青年
小伙。

时间的指针拨回2013年8月26

日晚上8时许，一起骇人听闻的命案
在原国营新中农场石盘作业区13队
发生。

当时，被害者蒋某明和几名职工
正在宿舍里喝酒聊天，凶手王某海突
然拿着两把砍柴刀闯进来，残忍地将
蒋某明杀害，并砍伤另外两人。随后，
王某海丢下一把砍柴刀，向山上逃遁，
躲藏于密林深山中。

“砍人了，砍人了！”惊慌的呼救声
打破了夜晚的宁静，一时间人心惶
惶。当时，年近六旬的13队原党支部
书记柯昌芳正在家中，他得知消息后
立即联系生产队领导，匆忙向事发现
场赶去。

“为了大伙的安全，一定得尽快找
到凶手。”危机当前，柯昌芳心里没有

“怕”字，“急”反而是他脑海里的第一

念头。
案发后，万宁警方组织200多人

上山围捕王某海。考虑到当地山高林
密，地形复杂，树木丛生，路陡难行，柯
昌芳和职工充当向导，积极协助警方
设点布控。

同年8月30日上午11时，慑于
警方的围捕和饥饿煎熬，王某海手持
砍柴刀，潜逃下山找食，企图外逃。
在离开密林进入作业区宿舍的过程
中，他正好遇到柯昌芳，便马上转身
准备逃走。

“如果不赶紧抓住王某海，将他绳
之以法，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被祸
害。”柯昌芳回忆，好不容易发现凶手
的踪迹，顾不得危险，他拔腿就追。因
为当时他脑海里唯一的念头，便是赶
紧抓住凶手，让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免受威胁。
“不要动！你逃不了！快投案

去！”柯昌芳边追边喊，希望王某海赶
紧投案自首。谁料惊魂未定的王某海
负隅顽抗，慌忙把手里石头和50多厘
米长的砍柴刀朝他扔了过去，随后加
速逃跑。

砍柴刀击中了柯昌芳的面部，在
他的前额两眉间到鼻尖处划出一道长
长的伤口，鲜血不断流出，染红了衣
襟。顾不上查看伤口，柯昌芳忍着剧
痛，拼命追去，边跑边喊：“抓杀人犯、
抓杀人犯！”

“边追边喊，跑了七八十米，我就
把他按在那里了。”追上王某海后，柯
昌芳用尽力气将他扑倒在地，死死按
住。在附近搜索的民警和群众听到柯
昌芳的呼喊声后火速赶到，合力将王
某海捉拿归案。

见到王某海被成功控制，柯昌芳
脑中紧绷的弦终于放松。满身是血的

他因失血脱力瘫倒在地，被送往医院
抢救。

“在医院住了8天，一共缝了21
针，15针在脸上，6针在鼻腔里。”如
今，柯昌芳说起这段经历，语气很平
静。但他脸上那道深深的伤疤如同一
枚别在血肉上的勋章，诉说着勇者的
无畏与坚强。

“我并不觉得自己做了多伟大的
事。我是一名党员，当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受到威胁时，必须冲锋在前。”多
年来，虽然已有荣誉加身，柯昌芳却始
终没有忘记一个党员最朴素的初心和
使命。

实际上，这不是柯昌芳第一次，也
绝非最后一次用行动践行初心：汶川
地震时，他慷慨解囊，带头捐款；职工
生活困难，他主动送粮送钱。见义勇
为、乐于助人，柯昌芳用行动彰显了一
名老共产党员的本色。

（本报万城11月9日电）

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柯昌芳：

见义勇为彰显党员本色
海南省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强调

形成推进专门学校建设和
专门教育工作强大合力

本报海口11月9日讯（记者良子）11月9日，
海南省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
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经费保障、社会保
障和督导考核，形成推进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
育工作强大合力。

会议强调，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重要
文件，为新时代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提
供了遵循，对补足专门教育短板、加强专门学校教
育，完善全省教育体系，填补不良行为学生教育空
白，强化社会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强专
门教育和专门学校建设刻不容缓，全省各级各相
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
和紧迫感，认真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加快推进我省专门学校建
设，加强专门教育工作，努力构建专门教育体系。
要突出工作重点，加快专门学校建设进度，加强师
资力量配备和学校招生管理，不断提高专门教育
评估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会议听取了全省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
作总体情况汇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加强专门学
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海口市、东
方市、三亚市、儋州市分别汇报了专门学校建设推
进情况。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专门教育指导委员
会主任刘星泰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省专门教育
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路主持会议。省专门教育
指导委员会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全国扫黑办第21特派督导组
到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展督导

本报海口 11月 9日讯（记者良子）11 月 9
日，全国扫黑办第21特派督导组到海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开展督导工作。督导组听取了省高院常态
化开展扫黑除恶工作的情况汇报，详细了解省高
院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和“黑财”处置的进展情
况，对重点涉黑、涉恶案件审结情况进行督导，并
提出明确工作要求。

督导组对省高院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取
得的成效给予肯定。指出，海南法院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始终把扫黑除恶作为
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办案标准不降低、依法严惩不
动摇，实现了“小省审大案，小省大作为”的自我突
破，不断推进扫黑除恶斗争向纵深发展。督导组
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认真分析存量案件办理
和“黑财”处置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制定工作方
案，明确时间节点，严格落实工作责任，推动扫黑
除恶工作取得新成效。要严格依法办案，遵守法
定程序，提高办案质量，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
历史和法律的检验。

省高院院长陈凤超与督导组进行了座谈交
流。省扫黑办负责同志陪同督导。

新华社三亚11月9日电（记者夏
天）第二届“海洋合作与治理论坛”9
日在海南三亚开幕，来自菲律宾、加
拿大、马来西亚、越南、英国、德国、
新西兰、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洋领域专
家，以及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等国际组织的
高级官员、代表和科学家围绕全球
海洋治理的机遇和挑战、国际海事

安全合作、蓝色经济和海洋可持续
发展等议题交流经验、分析现状、
预判趋势并提出建议。

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理
事会主席、中国南海研究院创始院
长吴士存表示，体制分化对全球海
洋治理的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全
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失败并非罕见
现象。一些国家利用国际海洋法
规则作为工具，在地缘政治竞争中
谋求霸权和有利地位，使包括《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这些规则
从“解决争端和分歧”变成了“冲突

的主要导火索”。
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在致辞时

表示，与其装腔作势、强词夺理，不
如采取静默外交，同时推进“南海行
为准则”、海上合资企业等区域信任
措施，以及海洋环境保护、人道主义
搜救和渔业资源保护方面的区域合
作机制。东盟需要团结一致，维护
和推进包括南海在内的东亚地区的
和平、稳定与安全。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
局局长王宏认为，一直以来，中国本
着相互尊重、共商共治、开放共享的

原则，倡导包容务实的海洋合作。
我们已与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签署了海洋领域合作协议，积极
发展蓝色伙伴关系，在促进蓝色
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和应
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合
作成果。

本届论坛为期两天，除全体大
会外，还设置六个平行论坛。线上、
线下参会的800多名专家学者将围
绕全球海洋治理中新近出现的问题
等进行前瞻性思考和研讨。

◀上接A01版
自2018 年 12 月在洋浦开通海

南首条对接西部陆海新通道海上航
线以来，中远海运已先后在洋浦增开
内贸航线5条、外贸航线10条、内外
贸同船运输路径7组，洋浦内贸航线
现已基本覆盖国内沿海各大区域主
基本港，外贸航线已实现东盟临海国
家全覆盖，并进一步延伸至南太平洋
和印度洋，初步构建起以洋浦为枢
纽，对内连接国内，对外贯通东盟、南
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双循环”发展新
格局。

在上述航线布局的有力拉动下，
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今年1月至10
月集装箱量和外贸箱量同比增幅分别
高达41%和63%，其中外贸中转箱量
同比增幅达53%，继续呈现快速发展
的强劲活力。

洋浦再开通一条
远洋洲际航线

◀上接A01版
同时，各市县要因地制宜加强农

村地区寄宿制学校教室、宿舍、食堂等
设施建设，改善学校寄宿条件，重点满
足偏远地区学生和留守儿童的寄宿需
求，多渠道解决好教师基本住房，建设
必要的边远艰苦地区农村地区学校教
师周转宿舍。

在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方
面，《实施方案》要求，各市县要全面总
结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线教学经验，
改善网络设施，积极运用教育信息化
应用服务软件和学科工具辅助教育教
学，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
合，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开放共享，加快
缩小城乡差距。

《实施方案》还从保障实验教学条
件、加强校园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支持
改善视觉环境建设、推动德智体美劳
场所建设、推进校园文化环境建设等
方面对各市县提出了要求。

到2025年城镇学校
学位满足入学需求

◀上接A01版
积极发挥“典型引路”作用，创新

推出党员积分管理，设立“党员先锋突
击队”……今年以来，省生态环境厅将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与党史
学习教育、作风整顿建设工作紧密结
合，持续深化党建和业务工作同频共
振。该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吴淑天
介绍，各处室单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日
程表中，往基层的安排悄然多了很多，

“大伙儿每月至少有三分之一时间，都
扎在各市县蹲点调研。”

带着思考走下去，带着问题走上
来，“一下一上”间打通的正是环保工
作的“最后一公里”。“海南是生态环
境‘优等生’，但生态环境好不等于环
保工作做得好。”在省生态环境厅党
组书记、厅长毛东利看来，只有不断
加压和对标更高标准才能确保“生态
环境只能更好、不能变差”这一目标
实现，而形成好的作风则是“万里长
征”的第一步。

（本报海口11月9日讯）

环保“套餐”为企业发展
注入“绿动力”

中外专家共商海洋合作与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