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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建促队建
凝心聚力干事创业

三亚公安始终坚持以党建带队建、
以队建促工作，将党建工作与中心任务
紧紧“捆绑”在一起，同谋划部署、同推进
验收；做好党建顶层设计，制定党建工作
三年规划，为未来三年党建工作提供基
本遵循；开展党支部规范化建设达标创
优活动，坚持典型引路，采取党支部“标
准+示范”的创建方式，推进党支部规范
化建设分类定级、达标创优，推动党支部
全面达标。建立高级警长督导组、警务
督察支队、纪委“三位一体”督查机制，开
展基层党建常态巡查整改，实现党建工
作水平全面提升。

聚焦公安队伍教育整顿，将收集整
理近五年来发生在三亚公安队伍里的严
重违法违纪案例，编制成警示片《警钟》，
现场组织观看，用身边人和事教育广大
公安民警辅警；突出抓好党史学习教育、
党章党纪学习等，举办政治轮训，确保党

员队伍高度纯洁。
不断深化暖警惠警举措，公安队伍

忠诚意识、纪律意识、规矩意识不断增
强，今年来，共涌现出“全省优秀公安基
层单位”等先进集体91个，以及“全国公
安系统成绩突出女民警”“海南省公安机
关十佳人民警察”“全省优秀人民警察”
等先进个人164人次。

忠诚护航
严打各类突出违法犯罪活动

三亚公安推行科学高效警务运行体
系，以流程再造、机制再造、资源整合，做
精机关，做强基层为关键，组建国保、刑
侦、治安、交通等4大警务板块，建立科技
信息化、指挥调度及公安基建工作领导
小组，建立控破案战役（竞赛）、道路交通

“压事故”、合成作战、情指一体化等工作
机制，构建全市禁毒、反电诈等领域联席
会议长效机制，实现了警务工作质量、效
率变革。推动在22家控破案任务较重的
派出所实施“一室三队”模式，全市推广

实施“一村一警务助理”和“1+2+N”城乡
社区警务模式，做强基层派出所。

紧扣建党100周年安保维稳主线，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扎实
推进专案侦办，加快线索核查，推进黑财
处置；深入推进禁毒三年大会战，破获案
件33起，其中部级案件、省级案件、抓获
犯罪嫌疑人分别完成省下达指标的
200%、250%、111%；多措并举持续开展
好反电诈工作，综合采取加大“国家反诈
中心APP”推广、扩大宣传阵地等措施，
全面落实打击、宣传、防范各项工作，推
广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均排名全
省前列；建立“控发案、多破案”战役（竞
赛）机制，实施“周调度、月通报”模式，实
行红黑榜考核排名，全年共立刑事案件
同比下降7.7%，破案同比上升44.9%，
受理治安案件同比下降0.7%，实现“两
降一升”的目标，特别是持续保持严打高
压态势，先后侦破“2.1亿元特大涉电诈
洗钱案”等系列特大电诈案件，打掉一个
涉及6省份多地的制贩毒网络，抓获犯
罪嫌疑人37名，摧毁制毒工厂2个，缴

获合成大麻素成品100余公斤，扣押冻
结涉案资金近270万元；顺利完成了追
捕“漏网之鱼”行动境内追逃工作任务。

持续抓好道路交通“压事故、保畅
通”工作，推动成立三亚市道交委，加快
推进农村地区“两站两员”建设，建立“交
巡警合一”大巡防体系，抓实“路长制”应
急响应布警，加强突出交通违法整治力
度，路街面警情明显下降，未发生较大道
路交通事故。

人民至上
谱写“为民服务”新篇章

2021年3月29日，天涯分局高峰派
出所户籍民警将办好的户口簿、身份证送
到了瘫痪多年行动不便的村民麦某才手
中。接过证件，麦某才笑着说道：“非常感
动，有你们真好。”这是三亚市公安局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中的一个缩影。
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三亚市

公安局党委不断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
活动，重点从“加强户政服务、外籍人才

办证、道路交通管理及车驾管服务”等方
面着手，积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全面
推行公安政务服务“一门通办”“一网通
办”，推行人才引进落户审批权限下放，
户籍业务“跨省通办”、开设外籍人才服
务“单一窗口”，设立车驾管业务“疑难业
务窗口”等一批为民办实事举措，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升。

听民声，收集工作建议。三亚公安
邀请人大代表、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众代
表开展座谈，听取群众意见建议，为广大
群众和社会企业排忧解难。针对“办证
难”等备受群众关注的问题，从群众最不
满意的地方改起、做起。天涯分局、海棠
分局分别在马岭社区、301医院警务联
勤室投放自助服务终端，方便群众24小
时自助办理身份证、交通违章缴费等业
务。天涯分局友谊派出所针对办理户
籍、居住证业务量大，群众等候时间长问
题，推出“提前半小时上班、提前审核材
料及发放号牌”措施，缩短群众等待时
间。坚持以民意为标尺，组织民警走村
入户，靠前服务。崖州分局崖城派出所、
天涯分局三亚湾派出所和高峰派出所将

“窗口搬到群众家门口”，为孤寡老人、残
疾人等特殊群体开展送证上门服务；交
警推出“送考下乡”服务，让群众在家门
口便可考取驾照，这一系列便民举措，切
实将群众所盼所想的事情办进群众心坎
里，赢得群众点赞称好。

（本版策划/梁子 撰文/陈俊锐）

三亚市公安局：

擎旗奋进担使命 不忘初心写忠诚
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

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
2021年，三亚市公安局在三
亚市委市政府和省公安厅的
坚强领导下，立足主责主业，
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建立
科学、规范、高效的警务运行
体系，扎实抓好控发案、多破
案、压事故、防事件工作，全
力落实抗疫情、防风险、保安
全、护稳定，确保了全市社会
大局持续稳定，社会治安水
平显著提升，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
强，公安机关的公信力明显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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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期间，三亚公安特警在三亚步行街开展治安巡逻。

三亚民警深入商场动员群众下载安装
“国家反诈中心APP”，守护群众钱袋子。

主动亮剑做强主业
精准打击犯罪

2021年，儋州市公安局聚焦“控发
案、多破案、压事故、防事件”工作目标，紧
扣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违法犯罪，主动
亮剑、精准打防。2021年刑事案件立案
数同比下降5.66%、刑事案件破案数同比
上升7.69%、治安案件查处数同比上升
19.46%。坚持大案引领，在深入推进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侦破光村泊潮涉恶团
伙案，在开展积压命案攻坚战期间侦破
羊二杰持枪杀人命案等系列案件；铁腕
整治“私彩”顽疾，成功打掉一个家族式
贩卖私彩团伙，刑事拘留6名团伙成员，
涉案金额超4亿元；反诈工作扎实推进，
侦破京东盗刷ETC卡案件，一举抓获涉
案人员30多人，全年共抓获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嫌疑人508人，打掉团伙19个，摧
毁窝点34处，破案1063起；严打传统盗
抢骗侵财犯罪，深度挤压犯罪分子活动
空间，“两抢”刑事案件同比下降40.98%，
盗窃刑事案件同比下降24.26%。不断完

善“路长制”勤务机制建设，全面提升社
会面管控工作，始终保持路面秩序高压
严管态势，全年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18
万余起，同比上升15.22%；行政拘留238
人，同比上升495%；刑事拘留42人，同
比上升23.53%，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呈下
降趋势。

探索创新机制
赋能一线实战保平安

2021年11月3日，在儋州市公安局
禁毒支队“熊浩东打击行动队”统筹协调
下，儋州公安禁毒、特警、派出所等多支
打击行动队同时出动、集中收网，一举抓
获贩毒团伙梁某等3名主要成员。

儋州公安建立科学、规范、高效的警
务运行体系，不断探索新的平安机制，运
用一系列新颖、亮眼的新机制、新举措，
全力为人民群众办好“保平安”这件“公
安实事”。

为有效实现“多破案、控发案”工作
目标，2021年9月，儋州市公安局党委
深入研究全市治安形势、创新工作机制，

在全市范围内组建了以业务骨干民警姓
名命名的49支专业打击行动队，以“挂
名出征”的形式常态化深入开展打击行
动，掀起了新一轮“打击风暴”。行动队
组建以来，共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17
人，破获刑事案件254起，查处行政案件
199起。

2021年7月以来，儋州城区大街小
巷多了一道崭新的风“警”线。他们衣甲
鲜明、驰骋如风，他们就是儋州公安“铁
骑队”——一支专门为了提升儋州社会
防控水平而诞生的队伍。儋州公安“铁
骑队”，在各类实战处突中既是“屏障”、
也是“拳头”，将“快、准、稳”的队伍特色
运用到了各类案事件处置中来。数月以
来，儋州公安“铁骑队”勇挑惩恶重担，共
处警 6825 起，其中处置各类警情共
1900起，交通纠违4925起。提档升级

“警保联控”机制，制定了《儋州市公安局
社会治安防控警保联控工作总体方案
（试行）》，实现全市警保联控巡逻全覆
盖，已组建56支警保联控中队。组建合
成作战中心，推动侦查打击模式深度转
型，协助抓获嫌疑人757名、破获各类案

件514宗，在打击“两抢”案件过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回应群众“急难愁盼”
全力服务发展大局

2021年，儋州公安主动融入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紧扣“查堵点、破难题、促发
展”活动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努力在优化营商环境
中贡献公安力量。

打通办证堵点解决落户难：公安民
警在工作中了解到，市内部分家庭收养子
女家庭，存在着收养子女无法落户问题。
没有户口，就没法上学，将来各种社会福
利也享受不了，工作生活都存在很多不便
利。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幸福感，儋州警方
在解决收养子女落户问题方面下足了功
夫。其间，儋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徐冰亲自接访有该类问题诉求的家庭代
表，细致深入地了解了收养子女无法落户
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困难，指派儋州市公安
局治安支队户籍管理大队立即针对这项
困扰群众已久的“堵点”“难点”问题全力

攻坚，灵活运用有关政策规定，在合法合
规的前提下，坚决为群众办好收养子女落
户这件实事。截至目前，已经帮助313名
被收养人员解决落户问题。打通办证堵
点，情暖千家万户，儋州市公安局解决被
收养人员难落户问题，受益群众多，群众
反响好，入选全省第二期“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十大典型案例。

一条条便民举措惠及千家万户，一
场场生动的“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蓬勃展开……为深化“放管服”改革，
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打造一流利民便
民办事环境，儋州市公安局启动市公安
政务服务24小时自助办理区，真正实
现为群众提供“7×24”小时不打烊的全
天候政务服务；成立行政审批办公室，
实现最大程度便民利民；开展城区派出
所受理出入境证件业务，坚持特事特
办，开通绿色通道；“走访暖心，周到服
务”常态化，开展上门走访服务271次，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为269名
境外人员、11名定居申请人提供便捷
服务……

栉风沐雨磨砺正义之剑，百炼成钢
铸就忠诚警魂。2022年，儋州市公安机
关将继续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以为海南
自贸港建设，推进儋洋一体化发展营造
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目标，矢志不渝
地在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的奋斗路上一往无前。

（本版策划/梁子 撰文/梁子 廖伟
生 郭祥瑞）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回望2021年，儋州市公安局
在儋州市委市政府和省公安
厅的坚强领导下，围绕年初
确定的公安工作总体思路，
凝心聚力抓落实，全力保障
抗疫大局、护航经济发展、维
护社会治安，各项业务工作
齐头并进，队伍整体面貌焕
然一新，建立科学、规范、高
效的警务运行体系，不断探
索新的平安机制，用公安机
关的“战斗指数”提升了儋州
发展的“安全指数”。

儋州市公安局：

机制创新赋能实战 办实事服务发展大局

儋州警察向国旗敬礼。

儋州公安局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