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难题

昌江签订首批
“揭榜挂帅”目标责任书

本报石碌6月19日电（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
者黄兆雪 通讯员黄海玲）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

“能力提升建设年”暨深化拓展“查堵点、破难题、
促发展”活动推进会召开，总结前一阶段工作，研
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并签订第一批县级“揭
榜挂帅”目标责任书。

据介绍，昌江将坚持问题导向，找准有效抓
手，以“大调研、大讨论、大实践”促效能提升，以

“揭榜挂帅”促问题攻坚，以“四比一争”促一流作
为，推动解决一批制约发展的难题。

与此同时，昌江将统筹发展全局，抓好重点工
作，谋划好服务和融入“三极一带一区”、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及生态文
明建设等路径，推动昌江从“跟跑”变“领跑”；紧密
围绕全县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市场主体的紧迫
需求，在扩大投资、助企纾困减负、稳岗扩就业等
方面打通堵点难点，助力昌江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昌江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要以“揭榜挂
帅”促问题攻坚，以“四比一争”促一流作为，推动
昌江走上彰显山海黎乡特色的绿色可持续高质量
发展之路，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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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0 月 18 日，昌江公安局
接到海南金昌金矿有限公司报警
称，公司内一批价值约250余万元
的金砂、银饼等财物被盗。接报
后，昌江公安局立即指派侦技人员
赶赴现场进行勘查，同时从全局各
部门抽调精干警力成立打击工作专
班开展同步侦查。

“我们成立打击工作专班，深入
对犯罪嫌疑人作案时间、地点、方式、
手段、逃跑路线等进行分析，经过一

天一夜的多次研判，最终确定了侦查
方向。”主办民警周俊表示，案发两天
后，10月21日凌晨，昌江警方成功将
6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除了盗窃，近年来，电信网络诈
骗无孔不入，给人民群众的财产安
全造成极大威胁。尤其群众最为
痛恨的“跑分”，即利用个人账户代
收账、转账，以此赚取佣金，用于电
信网络诈骗、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
收款。

今年3月，昌江警方发挥县反诈
联席机制的作用，充分结合“警保联
控”警务机制，快挖洗钱“跑分”线索
成功打掉“跑分”团伙1个，抓获犯罪
嫌疑人8人，侦破电诈案件5起，涉
案流水超3000万元，有效震慑电信
网络诈骗团伙，维护群众财产安全。

去年以来，昌江打击侵财类等突
出违法犯罪战果丰硕，重拳整治电信
诈骗违法犯罪，破获案件46起，端掉
电诈窝点6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0

名，部推电诈线索核破率100%。破
获盗窃刑事案件179起。

昌江县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始终保持对“盗抢骗”犯罪的
严打高压态势，深入推进落实打击
犯罪新机制，依法严厉打击盗窃、
抢夺、诈骗和销赃等多发性侵财犯
罪活动，进一步提升打击犯罪能力
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本报石碌6月19日电）

着力打造平安城市，努力把昌江建设成为全省最安全地区之一

让每一份安全直抵人心

6月17日晚，在昌江
黎族自治县市民广场，欢
乐而富有节奏感的广场
舞让这个城市的夜晚热
闹非凡。“现在晚上出门
跳广场舞、散步，再晚也
能看到有警察在街道上
巡逻，市民越来越有安全
感。”市民黄玉莲说。

一个城市的社会治
安好不好，百姓的感受
最真切。近年来，昌江
着力打造平安城市，努
力把昌江建设成为全省
最安全地区之一，让每
一份安全直抵人心。

2021 年来，全县共
立刑事案件413起，查处
治安案件1127起，同比
分 别 下 降 6.77% 、
7.92%。坚持命案防破
两手抓，现行命案发1起
破1起，连续9年保持命
案全破，“发案下降、社会
稳定、群众满意”的目标
得以进一步实现。近日，
昌江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获评全国优秀公安基层
单位。

蓝色警服搭配亮黄色马甲——
行走在昌江街头，时常可以看到这些
熟悉的身影。

指挥交通、排查过路车辆、巡逻
管控……他们是交警，是这个城市的
道路安全守护者。

6月7日，恰逢高考。考试期间，
昌江警方以最高标准、最严措施、最
优服务，研究出台畅通求助热线、开

辟绿色通道、维护考场秩序等十项举
措，为高考保驾护航。

“县公安局派出了治安、交警、特
警等11个部门的警力，全力维护好
考点周边的治安，确保高考顺利进
行。”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四
级警长黄梦佳说。

事实上，自今年2月20日起，昌
江将每周三、周五定为全国文明城市

交通秩序整治行动时间，在县城石碌
镇曹家路口、昌江中学路段、矿山社
区东园路交叉口等人流、车流量大的
路段，严格检查驾驶人是否存在交通
违法行为，强化广大群众的交通安全
意识和文明意识，引导群众文明出
行、安全出行。

“能感觉到，现在行人过马路更
有秩序了，路口交通拥堵情况也得到

了改善，整个城市越来越文明了。”石
碌镇矿山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李文
贤说。

2021年来，昌江深入开展“新一
轮三年攻坚战”和“减量控大”“护校
安园”等专项整治行动，查处各类交
通违法行为4.5万余起，发生一般程
序道路交通事故67起，是近3年来交
通安全形势最好的一年。

交通整治稳秩序
引导群众文明出行、安全出行

标本兼治抓禁毒
吸毒人员动态管控效能明显提升

禁毒工作是平安昌江建设的重
要一环，既要打得准，也要管得
住。让每一个禁毒人员成功戒毒，
并重新走向社会，是禁毒工作开展
的重要意义。

为此，昌江始终坚持“研判、排
查、管控、帮扶”四大理念，探路子、
督进度、促落实，形成现有吸毒人
员、社戒社康人员大幅减少的稳中
向好局势，未成年人吸毒、吸毒人员
肇事肇祸保持十余年“零”发生，现
有 吸 毒 人 员 占 比 降 至 目 前 的

0.57‰，吸毒人员动态管控效能明显
提升。该县“以抢养吸、以盗养吸”
引起的“两抢一盗”案件逐年下降，
2021年同比第一轮三年大会战结束
时下降44.5%。

值得一提的是，该县还建立“一
对一”结对帮扶平台，实行一包到底
机制，全面落实“平安关爱”行动，确
保帮扶对象“零遗漏”。

“感谢工作人员对我的帮助，现
在我凭借自己的劳动所得，一个月有
3500元工资，生活幸福安稳。”昌江

石碌镇居民邓杰（化名）是一名被帮
扶对象，戒毒5年后，他一改过去的
精神面貌，重新走入社会，让生活有
了期盼。

一个吸毒人员的康复，是全家人
的幸福，也为社会带来一份稳定和安
宁。昌江县禁毒办社戒社康专管员
郭淑丽表示，管控的最终目的是让吸
毒人员彻底戒断毒瘾，重新走上社会
正常生活。因此，吸毒人员在戒毒的
过程中，社区禁毒康复中心的工作人
员都争取做“心灵摆渡人”，对戒毒人

员满怀关爱之心，帮助他们改过自
新，争取早日开始新生活。

目前，昌江县共建立吸毒人员档
案893份，接受帮扶对象800名，所
有档案如实记载各类访查、帮扶信
息，为关爱帮扶救助工作提供详细依
据。同时，强化民政、人社、妇联、共
青团等部门联动帮扶工作，重点落实
低保救助、临时救助、就业培训推介
等精准帮扶措施，全县禁毒扶贫帮扶
走访800人，申请临时救助56人，帮
助解决就业36人。

精准打击盗抢骗
重拳整治电信诈骗违法犯罪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 黄兆雪

一身整齐的藏蓝警服，声音清亮，
笑容灿烂。

眼前这位“年轻小伙”已经入警
10年。他叫邓诚，如今是昌江黎族自
治县公安局副局长。

出生在军人家庭的邓诚，从小就
在心里种下一颗从军从警的种子，砥
砺着他坚定地朝着这一方向迈进。
2012年，邓诚考入公安系统，来到昌
江开始了他的警察生涯。

刚入警时，邓诚被分配到叉河派
出所实习，对一切都感觉新鲜。每当
有警情时，他都会抢着去接电话。“我
对这个职业太热爱了。”邓诚说。

2021 年 9 月初，当地发生的多

起涉企盗窃案件，让邓诚在深夜辗
转难眠。此前，安徽海螺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以 18.28 亿元高价拍下黄
鸿发黑社会性质组织涉案财产叉河
水泥厂，在昌江成立昌江海螺水泥
有限公司，让原本的叉河水泥厂进
入新发展阶段，成为昌江营商环境
优化的典范。可就在企业进驻昌江
运营不久后，该公司工业电缆多次
失窃，对公司正常生产运营造成极
大破坏和损失。

“电缆又被偷了。”邓诚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那时企业多次打电话报警，
开口第一句话便是这句不断重复的
话。一个“又”字深深刺进他的心中，
他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将“窃贼”尽快抓
捕归案。

经过连续多日的巡逻和深入研究

案情，终于掌握了作案线索。2021年
9月7日晚，昌江县公安局组织精干警
力，由邓诚负责带队进行抓捕，当晚一
举抓获犯罪嫌疑人8人。最终案件顺
利告破，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约800
万元。

“将犯罪嫌疑人捉拿归案是人民
警察的天职，人民警察必须第一个
上！”邓诚说。

2017年7月，以梁某凯为首的贩
毒团伙将K粉等毒品从广西运输到海
口、澄迈、昌江等市县贩卖，对青年人
及社会造成严重危害。

“所有人注意隐蔽和安全，我们面
对的是狡猾的‘亡命之徒’，务必保持
高度警惕，绝对不能泄露自身身份，更
不能轻举妄动。”案发后，时任刑侦大
队便衣中队长的邓诚带领便衣队员前

往广西、海南其他市县等地深入开展
侦查，为了大家的安危，他对参与行动
的队员提前嘱咐道。

经过两个多月的深入走访、摸排、
蹲点等侦查工作，为专案组全面查清
以梁某凯为首的贩毒团伙的全链条情
况提供了关键线索，为抓捕该贩毒团
伙提供准确无误的信息。

长期在外奔波，邓诚几乎没有睡
过一个好觉，常常累到虚脱，但他扛住
了身体的不适，带领抓捕队员迅速开
展收网工作，最终抓捕组在广西、海
口、文昌、琼海、澄迈等地一举将其余
涉案人员抓获，共计20余人，缴获毒
品5公斤、毒资30余万元，扣押手枪、
子弹、汽车等作案工具一批。至此，这
起由公安部督办的特大贩毒案件成功
告破。

邓诚还曾参与侦办黄鸿发黑社会
性质组织案和施雨鹏黑社会性质组织
案等涉黑案件，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
即便受到当地黑恶势力威胁，他也不
畏强权恶霸，为案件获取大量有用线
索，是名副其实的“拼命三郎”。最终，
两起案件冻结查封的涉案财产估算在
16亿元以上，共有241名涉案犯罪嫌
疑人被判处刑罚。

细数过往，邓诚先后荣立个人三
等功3次、个人嘉奖3次，全省禁毒三
年大会战第一阶段先进个人，全省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个人，2021年荣
获全省优秀人民警察。

“穿了这一身蓝色警服，就代表责
任。”十年一瞬间，这些荣誉时刻提醒
着邓诚，牢记那份责任和使命。

（本报石碌6月19日电）

海南省优秀人民警察邓诚：

一身藏蓝 十年挚爱

昌江推动校企合作
携手培养电焊人才

本报石碌6月19日电（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
者黄兆雪 通讯员钟潇虹）近日，海南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与昌江黎族自治县职教中心举行校企合作
签约及教学设备捐赠仪式，双方将共同实施“昌江
电焊人才培养合作项目”，助力电焊人才队伍学历
和技能“双提升”。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主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
的有效途径，是实现职业教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
迫切需要。此次海矿公司与该县职业教育中心建立
校企合作关系，共同实施“昌江电焊人才培养合作项
目”，开设“昌江焊工”班，将助力电焊人才队伍学历
和技能“双提升”，为昌江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
注入新动能。昌江将加大优化办学环境、整合办学
资源力度，最大限度为校企双方开展“电焊人才培养
合作项目”提供有利办学条件和充足服务保障。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还向刘文伟大师工作
室捐赠40万元教学实训设备费用，用于开设“昌
江焊工”班。据了解，刘文伟是海南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焊工主管技师、党建部高级主管，从事电焊工
作38年，曾获“全国劳动模范”“海南省南海工匠
及天涯工匠”等荣誉称号。

育人才

昌江驻村干部集中培训
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本报石碌6月19日电（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
者黄兆雪 通讯员陈淑嘉）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
2022年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能力提升主题培训
班（第一期）在该县开班。培训班旨在全面加强驻
村干部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专业化能力培训，提
高驻村干部素质、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夯实党的执
政基础，为乡村振兴助力赋能。

培训班邀请省委党校教授为学员们授课。课
程分别从“意义非凡的‘世纪总结报告’”“以‘两种
史观’认识百年历程、着眼‘两种成功’总结百年辉
煌”“思想上的三次大飞跃，推动实现历史性成就”

“以清醒的‘赶考’意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再
出发”等方面，全面阐释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让学员深入领会全会精神，真正学深悟透、学
以致用。

“我会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更好
地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乌烈镇白石
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施扬成说。

据了解，培训班采取专题授课的学习方式，培
训将分为两期进行。

促提升

昌江为景区安装
自动体外除颤仪

本报石碌6月19日电（记者刘婧姝 特约记
者黄兆雪 通讯员冯定坤）近日，“救命神器”自动体
外除颤仪（AED）首次亮相昌江黎族自治县域内的
旅游景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
岭分局旅游景区，确保景区急救所需，让突发疾病或
意外伤害需要急救的人能得到快速、有效救治。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
旅游景区的AED自动体外除颤仪安装现场，厂家
培训导师通过现场演示指导等方式，向景区工作
人员详细讲解了心肺复苏、AED自动体外除颤仪
的知识，并指导大家如何使用、如何识别施救对
象、如何安全有效施救，以及胸外按压的部位、频
率、深度等内容，让大家进一步掌握该设备的使用
技巧和施救方式。

据介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
岭分局旅游景区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有全球最
稀有的灵长类动物海南长臂猿，被人们称之为“绿
色宝库”“物种基因库”。其独特的热带雨林气候，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旅游度假，尤其是节假日，景
区客流量大幅增加。此次在景区内完成AED自
动体外除颤仪配置，将有效保障景区急救需要。

添保障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 黄兆雪

⬆ 昌江刑警
在勘验现场。

➡ 昌江开展
“护校安园”专项整
治行动。

（本组图片由
昌江警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