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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一年

闪耀“警”色 最美是你——

“海南省公安机关最美警察”事迹展播

关注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毛端旭

1月23日7时，海口机辆轮渡段
三亚动车运用所检查库内，动车组
正陆续开往车站，准备担当一天的
运营任务，此时距白班动车组入库
检修作业还有 1个小时，吴廷煌到
调度室领取了白天的动车检修任务
计划后立即回到班组，对照检修项
目，在电脑上开始编制班组的生产
分工安排。

“我们主要负责动车组的质量把
关，平时要对检修人员检修过的动车
组进行质量抽检，就是专门给别人‘挑
刺’的。”吴廷煌说。

据介绍，动车组每次进入动车所
进行检修作业，作业结束后都必须通
过质检员的质量确认，才能安排出库
担当运营交路运行。因此动车组质检
员可以说是动车出库质量的安全守门
人，“挑刺”就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吴廷煌是三亚动车所质检组的副

工长，虽然今年只有32岁，但同事们
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吴，但是相比周围
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同事，老吴已经
算是大家的师兄了。

今年是吴廷煌在海南环岛高铁上
的第8个春运。2014年，还在杭深线
上跑车的他是一名随车机械师，为了
能离广东徐闻的家近一点，他主动申
请来到三亚动车所工作。

吴廷煌在随车机械师岗位上就是
业务能手，在作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规
章制度，曾及时防止了一起严重事故
的发生。正是他这种对规章执行的严
格行为，让车间管理人员发现他是块
在质量检查工作中“挑刺”的好料子。
就这样，老吴在动车组质检岗位上一
干就是8年。

“一开始我担心‘挑刺’，会影响与
同事们的关系，工作起来有点缩手缩
脚。”吴廷煌说，他刚当上质检员的时
候也有过一段时间的职业挣扎，好在
车间领导及时开导，正是看上他的这
种严格遵守规章标准的态度，才安排
他在质检员岗位，从此他放开手脚，认
真把好质量检查关。

今年春运第2天，吴廷煌就发现
动车组轮对踏面有一处隐蔽的位置有

被异物击打的痕迹，虽然尚不会构成
安全隐患，但他还是找来了班组工长
和作业者，告诉了他们这个“找茬”的
位置。

“你注意看，像这种位置，必须通
过空气弹簧观察孔，用手电照过去才
能发现。”吴廷煌找完茬后都要向作业
者传授自己的“秘诀”。

2021年复兴号动车组首次在海
南环岛高铁上运行，面对新型动车组
的质量检查作业，吴廷煌和同事们也
抓紧了新型车组的业务学习。在一次
专项修作业过程盯控中，他敏锐地发
现作业指导书一处小细节与动车组实
际结构不一致，非常容易误导作业者，
就及时将该情况向技术部门进行反
馈，并提供了有价值的更正建议，仅去
年，吴廷煌向技术部门反馈的工艺完
善建议就有4件。

为了做好今年春运工作，车间组
织力量把大部分需要在春运期间完
成的专项检修提前到了春运之前。
往往一个白班下来，吴廷煌经常要忙
到晚上8点钟，“春运期间旅客这么
多，动车组几乎要全部上线运行，确
保动车组质量安全更是至关重要。”
吴廷煌说。

2021年，作为质检员的吴廷煌发
现质量方面的典型信息数量在车间同
事们中最多，被车间评为“质量最佳守
门员”。

虽然吴廷煌的老家徐闻离三亚直
线距离很近，但中间隔着琼州海峡，加
上特殊的工作性质，他能回家的机会
并没有很多。

“海南是个气候环境资源得天独
厚的地方，特别是在三亚这几年，让
我亲身体会到了绿水青山。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热潮，让我更加坚信海
南就是我要扎根的地方。”去年最让

吴廷煌感到幸福的就是终于在三亚
安了家，母亲、妻子和小孩都来到三
亚与他团聚。

“这几年家庭对我工作的支持很
大，妻子一直自己照顾两个小孩，还需
要母亲帮忙接送孩子。正是有了家庭
的支持和理解，我才能少了后顾之忧，
做好动车质量保障工作。”今年将是吴
廷煌第1次与家人在三亚过年，但是
他依然和往年春运一样，在更多时间
里和同事们奋战在保障春运的一线工
作岗位上。

（本报三亚1月27日电）

环岛高铁动车安全“守门员”吴廷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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铿锵玫瑰潘碧雯——

禁毒战线上的一抹色彩
■ 本报记者 良子

“共事8年，作为一朵禁毒战线上的‘铿锵玫
瑰’，潘教导员早已独当一面，在工作点滴中都体
现出她对禁毒事业的忠诚与执着，为我们文昌禁
毒事业添加一抹亮丽的色彩。”近日，文昌市公安
局禁毒大队大队长陈激由衷地表达着对身边这位
战友的赞美和敬佩。

陈激口中的这朵“铿锵玫瑰”，便是文昌市公
安局禁毒大队教导员潘碧雯。2022年1月，潘碧
雯当选2021“海南省公安机关最美警察”。

首创全国美沙酮药物治疗自助
服务站

自2016年全省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潘
碧雯创新工作思路，和同事一起探索出一条以“科
技引领、精准管控、集约成本”的社区戒毒管理新
模式。2018年全国首创第一个美沙酮药物治疗
自助服务站在文昌市皮肤性病防治中心启动，实
现对戒毒康复人员智能识别、取药、管控的功能。

该项工作得到了国家禁毒办的通报表扬，并
于2018年12月国家禁毒办在海口召开的全国禁
毒重点整治示范创建暨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上作为
亮点进行经验介绍，同时获得参加2020年11月
23日至26日公安部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届中国国
际警用装备博览会资格。2020年省委、省政府将
建设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自助服务站列为新一轮
禁毒三年大会战的具体措施之一。

积极投身禁毒事业

在省委省政府部署开展全省禁毒三年大会
战初期，为摸清全市涉毒人员底数，潘碧雯和同
事共同摸索出一套涉毒人员有效管理新模式，在
全省率先制订、推行对“镇、所、村、家”禁毒工作
责任进行四级分解的《文昌市涉毒人员工作手
册》，该手册的推行得到省委、省政府和省禁毒
委的充分肯定。

此外，潘碧雯还先后参与组织创建了1所国
家级、7所省级、2所市级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
并协助指导文昌市28所中学、5所中小学建设禁
毒教育展览室，率先完成有关工作任务，有力推进
文昌禁毒宣传工作，有效强化青少年防毒意识，为
实现“学生不吸毒、校园无毒品”目标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本报文城1月27日电）

特警尖兵米轩熠——

战斗在安保第一线
■ 本报记者 良子

“啥也不想，组织需要，我随时可以上。”“95
后”特警——琼海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四中队中
队长米轩熠短短三年多时间，已从“小米”磨炼成

“大米”，这位2018年10月开始参加公安工作的年
轻民警，凭借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迎难而上的作风，
赢得2021“海南省公安机关最美警察”荣誉称号。

迎难而上：坚守疫情防控第一线

2020年初，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米轩
熠放弃回内蒙古老家探亲，主动报名抗疫，积极投
身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去。2020年1月26日晚，他
加入皇马假日酒店医学集中隔离观察点的巡特警
大队疫情防控青年突击队，正式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整整40个日夜，他一直在坚守。

“我们突击队是24小时执勤，面对疫情不能有
丝毫松懈。”米轩熠进驻留观点后，根据留观点的建
筑结构和入住人员情况，制定了临时安保方案，警
力全部在岗，每天只有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在
疫情防控前线，他发扬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精神，
充分发挥党员优良作风和先锋模范作用，深入留观
点每一个楼层实地掌握具体情况，摸准摸透隔离对
象，积极做好值班执勤工作，共参与执勤37批次，
累计工作206小时，医学隔离观察旅客189人次。

万无一失：安保“特警尖兵”

“我们琼海特警另一个重要任务是负责博鳌
亚洲论坛年会的安保工作。”米轩熠说，博鳌亚洲
论坛2021年年会期间，他作为现场警卫组负责
人，始终保持细致、精致、极致的工作作风，全力以
赴做好打基础、防风险、除隐患各项工作，对任务
中的各个场合都要一步步走过、一遍遍摸排，对各
项突发情况建立维稳应急方案，对安保任务中的
每个细节都开展全方位、无漏洞的安全检查，确保
任务万无一失“零差错”，最终圆满完成了年会期
间各项安保任务。 （本报嘉积1月27日电）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李灵军

分析化验楼、控制室、脱盐单元、
35千伏变电所、机柜间、备品备件库、
办公楼、SBS聚合、SEBS聚合、助剂
单元等土建主体结构已封顶，封顶的
土建主体结构超过80%……这是海
南日报记者从海南巴陵石化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李伟阳手里拿到的年产17
万吨苯乙烯类热塑性弹性体项目（以
下简称巴陵弹性体项目）建设进度报
表。很难想象，这个占地388亩的项
目 2021 年 9月 30日才开始土建施
工，仅仅过了3个多月，就实现了80%
土建主体结构封顶的工程量，建设速
度之快，令人惊讶。

1月28日，在巴陵弹性体项目工

地，记者看到，30多米高的主厂房已
开始安装钢结构，厂房内同步进行设
备安装。“16台主要生产设备，我们已
完成安装15台。”项目现场设备安装
负责人说，有的设备大，必须在厂房施
工时同步进行安装。

李伟阳告诉记者，由于种种原因，
该项目比100万吨乙烯项目晚开工
10个月，为了实现11月投产，在项目
开工后，公司将整个项目分为11个标
段同时进行施工，施工人员超过800
多人。为了把耽误的工期抢回，去年
11月，该公司开展“大干80天实现土
建工程主体封顶”的施工比赛，创造大
干快上、“比学赶超”的良好建设氛围。

在抓紧施工的同时，项目设计、设
备采购、安全管理等同步跟进。“项目

设计总体进度达90%，可以根据施工
需求交付图纸，进度受控。”李伟阳说，
为确保建设进度，设备采购总计完成
100项6775台套，完成96%，提前安
装非标设备16台，已全部到货。钢结
构到货370吨。为了保证工程质量，
公司执行严格的工程质量监管制度，
对混凝土试块、钢筋焊材管理、管道预
制等施工点进行专项检查。发现一
处，整改一处，并按规定进行处罚。

在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战略正式
实施后，儋州市提出，做强高新技术产
业，打造绿色高端石化新材料基地，延
长炼油、烯烃、芳烃产业链条，推动百
万吨乙烯、热塑性弹体、环氧乙烷等
10个石化新材料项目建成投产；加快
250万吨PTA（二期）等6个续建项目
建设，力争180万吨PET、碳五碳九、
乙烯焦油等8个项目年内开工。

未来，儋州市将充分发挥儋州资
源优势和洋浦政策优势，深入推进资
源共用、产业共建、要素共聚、成果共
享，围绕环新英湾区域“港产城园”联

结融合，坚持项目为王，加快建设一批
重大产业项目，以高水平项目建设推
进高质量发展，推动一二三产协同共

进，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基本烧开
儋州经济发展“一锅水”。

（本报洋浦1月27日电）

在春节来临之际，海
口江东新区中国大唐国际
贸易中心项目加大建设推
进力度，工人正加紧进行
二次结构施工。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大唐国际贸易中心
项目稳步推进

巴陵弹性体项目全景图。 受访建设单位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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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印象中，银行网点是提供
开户、存取钱和理财等金融服务的地方，
很难将网点与政务服务等关联起来。实
际上，除了银行业务，市民群众还能在银
行网点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打印个人
征信报告……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邮
储银行，体验网点服务的多样化。

不动产抵押登记“一站式”办理

“我在邮储银行交完贷款资料后，不
需要再跑一趟产权登记中心，就可以直
接在银行办理房子抵押登记，太方便

了！”近日，王先生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三亚市分行营业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办
理抵押贷款后高兴地说。

王先生体验的正是邮储银行的“一
站式”不动产抵押登记服务，客户可以在
三亚市分行营业部提交抵押登记的材
料，营业部工作人员通过协同系统发起
抵押登记申请，不动产权登记中心线上

受理，客户在三亚市分行营业部就能实
现评估、抵押、贷款一站式服务。通过

“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极大方
便了客户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业务，进
一步提升了客户体验。

1分钟内完成个人信用报告打印

邮储银行文昌市支行营业部为群众

提供个人信用报告征信查询服务，只要
持二代居民身份证、输入个人手机号码
和视频拍照后，通过“人脸识别比对”成
功，可安全、便捷、高效在个人征信自助
查询机上完成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打印业
务，整个过程不超过1分钟。

“在这里可以同时查询征信信息和
办理其他银行业务，既节约了时间，操作

还快捷。”在现场体验征信查询机的符女
士说道。

据悉，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在全
省 9个市县，14家网点和中心布放了
个人信用报告征信查询机面向公众开
放使用，为广大群众提供安全、便捷、
高效的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服务，满足
了广大群众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服

务需求。
从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窗口，提

供“一站式”不动产抵押登记服务，到
布设个人征信自助查询机，提供个人
信用报告查询和打印服务，邮储银行
海南省分行始终秉承“人民邮政为人
民”的服务宗旨，多措并举深入实践

“我为群众办实事”，提供丰富多样的
服务内容。下一步，邮储银行海南省
分行会不断深化惠民举措，延伸服务
触角，给广大群众带来更多惊喜，为客
户创造更大价值。 （撰文/钟远）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

我为群众办实事 便民利民我先行

儋州推进一批石化新材料项目建设，巴陵弹性体项目预计11月投产

赶工期抢进度 项目建设不停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