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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 忠诚保平安”
——“海南省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代表”事迹展播

■ 见习记者 黎鹏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颜振科

“在缉毒战场上，时刻面临着生死
考验，但我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由于在工作岗位上表现突出，今年5
月，琼海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邓
实荣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

2014年，邓实报考了由公安部组
织开展的警务专业硕士招生计划。“接
到云南警官学院关于专业调剂的通知

时，我正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
年会安全保卫任务。”当时，在岗上执
勤的邓实听到自己会被调剂到禁毒专
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期间，邓实系统地学习毒品学、
毒品犯罪侦查、毒品公开查缉等近
30门专业禁毒课程，顺利取得了警
务（禁毒方向）硕士学位。

回到工作岗位后，怀揣着“禁毒
梦”的邓实敢闯敢拼，在禁毒工作中
练就了一身过硬本领。无论案件大

小，邓实总是带队冲锋在前和毒贩斗
智斗勇，拼尽全力将每一个涉毒违法
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2017年的一天，看到犯罪嫌疑
人在加油站自助洗车，邓实来不及通
知同事，自己单枪匹马上前实施抓
捕，牢牢地将犯罪嫌疑人摁倒在地。
当时，犯罪嫌疑人刚吸食毒品，身体
异常亢奋，拼命挣脱。可任凭犯罪嫌
疑人如何挣扎，邓实就是不放手，他
的手脚被水泥地摩擦得血肉模糊。

就这样僵持了10多分钟，同事们闻
讯赶来，将嫌疑人顺利带走。

将犯罪嫌疑人交给同事后，邓实
累得虚脱晕厥，清醒过来时，他已躺
在医院的病床上。

2019年9月，邓实带领的专案组
破获了一个琼海本地团伙贩毒案
件。职业嗅觉敏锐的他凭着一个快
递单号顺藤摸瓜，确定了毒品来源为
黑龙江牡丹江市。

在2020年一整年里，邓实先后5

次带队前往数千公里外的黑龙江组
织侦查、抓捕工作，通过琼黑两地警
方紧密配合，先后在黑龙江、海南两
地抓获犯罪嫌疑人34人，吸毒人员
31人，缴获毒品40余克，成功斩断这
条横跨南北的贩毒链条。

“禁毒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我将继续战斗在缉毒一线，努力
打击毒品犯罪行为，全力筑牢禁毒防
线，守护万家平安。”邓实说。

（本报嘉积6月21日电）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琼海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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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生病””的饮用水源地的饮用水源地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饮用水源一级保
护区内，违规种植着成
片水稻、甘蔗、芒果等
农作物，几乎成包围之
势；部分水域垃圾密
集，还有村民无视规
定，在当地游泳、垂钓
……这是6月16日下
午，海南日报记者在昌
江黎族自治县十月田
镇山竹沟水库所看到
的一幕。

据了解，山竹沟水
库于 2010 年 12 月被
划定为当地饮用水源
地，是昌江 13个饮用
水源地之一，也是十月
田自来水厂取水点，负
责为十月田镇等地万
余居民提供饮用水。
这样一处水源地，为何
乱象丛生？记者就此
进行了走访。

当天，在山竹沟水库旁一片十多
亩的甘蔗地里，一村民正开着拖拉机
翻耕紧挨着水库水位线的一片空
地。不远处，还有两片甘蔗地，每片
面积均超十亩。

记者环绕水库一周发现，五六片
水稻田同样紧挨着水库水位线分布，
大的面积有十来亩，小的也有五六

亩。在水库库尾位置，还分布着一大
片芒果地。

根据我国 2010 年修正颁发的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
定》第十二条规定，饮用水源一级保
护区内“禁止从事种植、放养畜禽和
网箱养殖活动；禁止可能污染水源的
旅游活动和其他活动。”

6月 17日，记者与昌江生态环
境局工作人员比对后获悉，这些成
片农作物种植区域绝大部分处于山
竹沟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该局
相关负责人也明确表示，他们在日
常巡查中发现，山竹沟水库饮用水
源一级、二级保护区内确实存在大
量农作物。

农田遍布：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现大片农作物

今年3月，昌江生态环境监测站
的一份检测报告显示，山竹沟水库水
体为Ⅳ类地表水，总磷值为0.07毫
克/升，已经超标。

饮用水源地，水质为何超标？
昌江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称，

农业面源污染可能是该水库水体总
磷超标的主要成因。“为了让农作物
高产，种植者会使用含有大量磷、氮

物质的化肥。”该负责人表示，这些
磷、氮物质进入水库沿岸土壤后，会
慢慢渗透到水中。

山竹沟水库管理人员也证实，他
曾多次劝阻种植户，让他们停止使用
化肥、农药，但仅凭他一己之力，无法
杜绝这一现象。

《海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明确规定，在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域

内，禁止使用化肥以及其他可能污染
饮用水水体的化学物品。

“我们划定一级保护区之前，岸边那
些水稻、甘蔗、芒果地就已经存在，清退
难度大。”昌江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这些农作物不清除，种植户偷偷
施用化肥农药的情况就很难得到控制
和管理，进而导致水库周边农业面源污
染问题无法根治，水库水质难以达标。

水质超标：为Ⅳ类地表水，施用化肥或为主因

16日下午，记者在山竹沟水库
旁边发现，水库的一个补水口下方水
质明显发黑，岸边散落了大量的塑料
瓶和其他生活垃圾，还有在岸边生火
留下的大量黑色炭灰。

水库大坝上一处公示牌显示，禁
止任何人在水库内游泳、垂钓。但当
时有两名男子正在游泳，一人在岸边

垂钓。
昌江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对于水库内存在垂钓、游泳、乱丢
垃圾等现象，他们将敦促水库管理方
加强管理，禁止类似事情发生，并加
大库区垃圾清理力度。

对于水质问题，十月田自来水厂
相关负责人坦言，Ⅳ类地表水并不适

合作为饮用水源。“经过自来水厂加
工处理，出厂的水质已经达到饮用自
来水标准，但是治理工作仍需要快速
推进。”该负责人说，为了让山竹沟水
库水质达到饮用水源标准，目前昌江
正在制定相应解决方案，初步计划将
这些种植地块统一征收，退耕还湿还
林。 （本报石碌6月21日电）

部门回应：初步计划统一征收，退耕还湿还林

我省开展工业互联网应用
优秀案例申报评选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记者邵长春）省工信
厅6月20日下发通知，组织开展2022年海南省
工业互联网优秀应用案例申报评选。

此次申报时间为2022年6月20日至7月5
日，面向石油化工、生物医药、电子电气制造、食品
加工、农副产品深加工、电力生产和供应、水泥、民
用爆破器材等工业企业征集工业互联网优秀应用
案例。根据相关规定，获评2022年海南省工业互
联网优秀应用案例的项目企业，可按规定申报
100万元/个的奖补资金支持。

看点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吴春媚）6月 21日，新海南客户端、南海
网、南国都市报联合推出创
意漫画《海南奥“荔”给》。该
手绘漫画以荔枝为主角，图
解荔枝的趣味历史，盘点荔
枝的特色品种和荔枝的花式
吃法。

漫画版海南“荔”史上线

扫
码
看
漫
画

我省举行交通建设项目
汛期应急救援演练

本报万城6月21日电（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陈言锦）6月21日，海南省交通建设项目2022年
度汛期应急救援演练在位于万宁的海南环岛旅游
公路第二工区龙滚河无背索斜拉桥施工现场举
行，当天现场开展了防台防汛应急响应演练和人
员落水应急救援演练。

此次应急演练由省交通运输厅、省应急管理
厅、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保亭民营经济人士
理想信念教育专题培训班开班

本报保城6月21日电（记者王迎春）6月20
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
育专题培训班正式开班。此次培训旨在提高民营经
济人士的政治能力、改革创新能力、攻坚克难能力、
服务发展能力、抓落实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夯实促
进“两个健康”和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能力基础。

以党建引领凝聚合力

三乐铁路工程建设项目
联合党支部成立

本报三亚6月21日电（记者徐慧玲 通讯员
徐武）海南省重点项目——利用海南西环高铁和
货线三亚至乐东（岭头）段公交化旅游化列车改造
工程项目建设又有新进展。6月21日，在该项目
工地现场，三乐线建设工程项目联合党支部正式
成立，并以征拆协调、线下、铺架、站房和四电工程
为突破口，成立5支党员突击队，围绕该项目的质
量、安全、进度等推进各项攻坚目标，以高质量党
建引领保障铁路建设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该项目全长约108.8公里，全线设岭
头、尖峰、黄流、利国、乐东、龙栖湾东、镇海、崖州、
崖州湾科技城、南山北、红塘湾、天涯海角、凤凰机
场、三亚等14座车站。截至今年5月，项目累计
完成投资22.4068亿元，完成总投资36.78%，形
象进度完成约52%。

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实现沿线城市轨道交通
公交化运营，缓解三亚主城区与沿线各站间交通
出行压力，推进三亚至岭头沿线城镇轨道交通公
交化运营，完善沿线地区交通运输体系的基础设
施，推动三亚经济圈快速发展。

接下来，三乐铁路工程建设项目联合党支
部将带领全体党员紧密围绕项目急难险重任务
开展创岗建区主题实践活动，通过落实党群活
动共办、队伍建设共管、业务问题共商、廉政风
险共防、党建资源共享等举措，更好发挥党支部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力推进
项目建设提速。

■ 本报记者 良子

这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热血的“破
案天团”：他们15年如一日，守护在
群众身边，抓捕不法分子数千名，让
当地社会治安刑事案件大幅下降，特
别是群众反映强烈的“两抢”案件得
到有效遏制，由原来日均20多起下
降到现在日均0.1起。

他们就是海口市公安局琼山分
局便衣警察（飞鹰）大队（简称飞鹰大
队）。在今年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
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上，该大队获评

“全国优秀基层单位”。
对便衣队员来说，打击现行违法

犯罪，必须练就一身过硬的基本功。
为此，飞鹰大队从实际出发，制定了
一套“追得上、打得赢”的训练方案，
规定队员每周三次集中训练驾驶技
术、擒拿格斗等。

在训练中，他们摸爬滚打，从不
言苦叫累，轻伤不下火线，为了练好
一项技能，甚至要反复练习上百
遍。经过严格的训练，便衣队员政
治、业务素质大大提高，战斗力不断
增强，队员们在琼山的大街小巷昼

夜巡逻、跟踪排查，与违法犯罪分子
斗智斗勇。

飞鹰大队副大队长潘在立讲述
了一起持枪贩毒案件。当晚，飞鹰
大队在一个村子设下埋伏，准备抓
捕一名贩毒嫌疑人。没过多久，该
贩毒嫌疑人骑着一辆电动车迎面
而来。

“电动车车灯照到了埋伏在旁边
的一个队员，嫌犯从电动车踏板上拿
出一把枪。”潘在立说，当时情况十分
危急，一名队员立即扑上去把嫌犯摁
住，其他队员也都冲了上来，合力控

制住嫌疑人，“缴获的枪支中，子弹是
上膛的，从嫌犯的身上还搜出十多发
子弹，大家回忆这个事时，都有点后
怕。”

据统计，该大队成立以来，共破
获各类案件3482起，抓获违法犯罪
嫌疑人7027名。其中破获抢劫案
164起、抓获477名嫌疑人，破获抢
夺案43起、抓获78名嫌疑人，破获
盗窃案 940 起、抓获 1595 名嫌疑
人，破获贩毒案286起、抓获380名
嫌疑人，抓获吸食毒品人员931名
等，缴获各类枪支77支、管制刀具

5243把。
与此同时，针对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问题，2020年底，该大队成立
了问题少年帮扶团队。目前，大队
确定的未成年人帮扶对象有15名。

在帮扶中，队员对帮扶管教的
未成年人进行建档跟踪，不定时地
对未成年人及其父母面对面谈话，
及时掌握其动态；开展普法活动，
提高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关心帮
助未成年人，让其感受到来自社会
的关爱。

（本报海口6月21日讯）

全国优秀基层单位、海口公安局琼山分局便衣警察（飞鹰）大队：

飞鹰展翅 护家园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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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竹沟水库的一个角落，散落着各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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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竹沟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的水稻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