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华平带领省公安厅拥军慰问团

慰问海南武警
海南海警官兵

本报讯（记者张英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王坤)2 月
6 日下午，副省长、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范华平带领省
公安厅拥军慰问团看望武警海南省总队和省海警总队广大
官兵，向他们致以新春的问候和节日的祝福。

在武警海南省总队，范华平对他们长期以来为维护海
南社会稳定作出的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在过
去的一年里，部队建设和战斗力水平大幅提升，圆满实现
了固定勤务连续 23 年安全无事故，发挥了处突维稳“压舱
石”的作用。

在省海警总队，范华平指出，总队在海上维权、综合执
法、打击犯罪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筑牢海上防
线作出突出贡献。

武警海南省总队政委王天祥、海南海警总队总队长赵
学翔分别向拥军慰问团介绍了工作和队伍建设情况。范华
平表示，省公安厅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驻琼部队的建设，努
力为部队办实事、解难事，为官兵履行职责使命积极创造
条件。

省委政法委、省见义勇为基金
会领导慰问琼海市退休政法老干部
和见义勇为英雄

把关心关怀带到基层
本报讯(记者黄赟 通讯员梁宝银)2 月 7 日，根据省委政

法委和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的安排，省委政法委副秘书长、政
治部主任庄才德，省委政法委宣传处处长、省法学会秘书长
吴家杨一行到琼海市慰问退休政法干部和省级以上见义勇
为英雄，向他们颁发了慰问金。

在慰问座谈会上，庄才德表示，希望把省委政法委和省
见义勇为基金会的关心和关怀，带到基层退休政法干警中
去，带到见义勇为英雄手中去，让大家过上个愉快、祥和的新
春佳节。希望退休的政法干警和见义勇为英雄们多关心和
支持政法工作，多提意见和建议，积极参与和支持法治海南、
平安海南建设。他勉励“全国见义勇为英雄司机”庄怀庆、省
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蔡开新，积极发挥自身的导向作用，进一
步的倡导和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党和政府会一如既往地关
心、帮助和保障见义勇为英雄。

听海南见义勇为
英雄讲故事

今天上午10点海南长安网、法制
时报微信公众号、微博全程直播

本报讯（记者肖瀚）失联见义勇为英雄找到啦！今天上
午 10 点，法制时报社将以“见义勇为英雄讲故事”为主题，邀
请部分已找到的失联见义勇为英雄面对面讲述他们的感人
故事。

据了解，今年 1 月 4 日，省见义勇为基金会与法制时报社
联合发起“寻找海南失联的见义勇为英雄”活动，经多方努
力，目前共找到失联见义勇为人员 16 人，刊发新闻稿件 9 篇，
获得社会一致好评，为下一步寻找到更多失联见义勇为人员
打下坚实基础。网友可通过直播的评论对英雄提出您的问
题，和英雄聊聊心里话。法制时报微信公众号、微博、海南长
安网将全程进行直播，敬请关注。

（详见4版）

（详见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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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杰主持召开省委司法体制和社会治理改革专项小组肖杰主持召开省委司法体制和社会治理改革专项小组20182018年第一次会议现场年第一次会议现场

本报讯（记者肖瀚）2 月 7 日上午，省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七届省委司法体制和社
会治理改革专项小组组长肖杰主持召开七
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司法体制和
社会治理改革专项小组 2018 年第一次会议，
传达学习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
次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改革工作。他
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总结去年经验，增强
改革信心与动力，提升改革本领，推动司法
体制和社会治理改革工作再上新台阶。

会议通报了 2017 年我省司法体制和社
会治理改革工作及 2018 年改革计划。与会
人员结合实际展开深入讨论，并提出具体意
见建议。

肖杰指出，专项小组在七届省委全面深
化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按照省委书记刘赐贵
在省委政法委调研时重要指示精神，结合

“大研讨大行动”，围绕司法体制改革等开展
深入细致调查研究，同时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解决问题，补齐短板，建立完善相关工作
制度，推进了司法体制和社会治理改革各项
工作的落实。各有关部门要深入总结去年
改革工作的经验做法，切实增强改革的信心
与动力。

肖杰强调，要按照中央、省委部署，切实
抓好今年改革工作的落实，推动司法体制和
社会治理改革工作再上新台阶。要按照时间
节点，抓紧制定方案。要提升改革本领，提高
改革质效，通过培训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
各成员单位要精心组织，加强联络沟通，深入
开展调研研究，形成共同完成改革任务的强
大合力，为美好新海南建设贡献力量。

省委政法委副秘书长、省委维稳办主任
李洪，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符晓君，省
政府副秘书长、省法制办主任李永利，省编
办主任郑作生，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信访局
局长戴青云，省司法厅厅长郑学海等出席会
议。省委司法体制和社会治理改革专项小
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肖瀚）2 月 6 日，省委副书
记李军来到三亚市就持续推动禁毒三年大
会战，加快建设戒毒康复工场进行深入调
研，并慰问一线禁毒工作人员。

在三亚市崖州区大蛋村，李军察看社区
戒毒康复工作情况，认真翻阅戒毒康复人员
档案和党员“一对一”帮扶工作台账，并与禁
毒工作人员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戒毒康复人
员戒断率等情况。他指出，社区戒毒康复工
作要避免“形式主义”，合理选择利益相关人

选担任戒毒担保人；禁毒工作人员要切实负
起责任，掌握真实情况，确保吸毒人员出所后
监管到位。李军还参观了设在该村的崖州区
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基地，与禁毒宣传机器
人进行互动，对崖州区禁毒教育从娃娃抓起
的理念以及生动有趣的教育方式表示肯定。

李军来到三亚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走入戒
毒区、授课室、生产车间，详细了解戒毒所运行
管理和戒毒人员戒治情况。在三亚市戒毒康
复工场，李军参观了劳动康复人员生产车间，

与康复人员亲切交谈，鼓励他们安心在康复工
场边打工、边康复，进一步巩固戒治效果。

随后，李军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三亚
市禁毒工作情况汇报。李军对三亚市禁毒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希望持续深入推进“八
严”工程，奋力实现禁毒三年大会战的既定
目标。他指出，戒毒康复工场的根本目的是
阻断戒治人员与社会吸毒人员的接触，让他
们边就业、边治疗、边康复，彻底戒断毒瘾。
要加强戒毒所和戒毒康复工场的衔接，根据

戒毒人员的实际情况精准确定入场对象，规
范管理，创造避免复吸的良好环境。要切实
做好工场招商工作，利用优惠政策引进有社
会责任心、有实力的企业，为康复人员提供
稳定就业岗位。要创新康复工场运营模式，
探索发展合作社，鼓励康复人员入股、入社
创业发展，更好地调动戒毒康复人员积极
性。他勉励三亚市不断完善，在戒毒康复工
场建设上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省、三亚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调研。

李军到三亚调研禁毒工作，要求持续深入推进“八严”工程

奋力实现禁毒三年大会战既定目标

肖杰主持召开七届省委司法体制和社会治理改革专项小组2018年第一次会议时强调，要深入
总结去年改革工作的经验做法

增强改革信心与动力 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

“当时我 30 来岁，身强力壮，碰到抢劫
这种案件我肯定是要管的！”2 月 5 日，记者
见到了失联 22 年的见义勇为英雄林旺辉，
他从层层包裹的纸袋里拿出他珍藏了几十
年的荣誉证书，向记者讲述了 22 年前那场
惊心动魄的英勇经历。

1996 年 1 月，林旺辉被海南省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授予“海南省见义勇为
积极分子”荣誉称号。林旺辉原名是林明
辉，在 2007 年更换户口本和身份证时，错把
名字登记成了林旺辉，就这样将错就错没
有更改，也与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失去了联
系。2 月 5 日下午，记者在万宁市见义勇为
工作协会的帮助下，联系上了林旺辉。

骑摩托车拦截劫匪

“快来人啊！抢劫啦！”1995 年 8 月 5 日
上午 11 时，林旺辉骑摩托车从万宁兴隆返
回莲花村的路上，听到声声呼救，他赶紧加
快速度向呼救方向冲去，发现有 3 个年轻
人拦路抢劫礼纪镇竹林看管员王钟运的摩
托车。

林旺辉大喝一声：“你们干什么！”3 名

劫匪看到林旺辉后，情急之下同骑一辆摩
托车往莲花村方向逃去。听到王钟运说 3
人从他身上抢走了 700 元钱后，林旺辉当即
骑上摩托车对劫匪进行追赶。

“你再追，我们就杀死你！”在摩托车后
座坐着的两名劫匪掏出匕首，狠狠地威胁

着紧跟其后的林旺辉。林旺辉始终没有减

速，反而越追越近。在行驶至莲花村集市

附近时，林旺辉加速超越，与劫匪的摩托车

并行，找准时机，一脚踹翻摩托车，3 名劫匪

倒地，林旺辉也因发力太重摔倒在地，摩托

车狠狠砸在了他的右脚。

林旺辉倒地后迅速从地上爬起来，忍

受着剧烈疼痛死死抓住其中一个劫匪的小

腿不放。他的举动引起了周围群众的注
意，大家纷纷赶来支援。随后，警察也赶到
现场，从被林旺辉抓住的劫匪的嘴里，搜出
卷成小捆的 700 元钱。

20多年不断帮助人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落后，林旺辉仅在

诊所拿了些草药敷脚消肿，导致被摩托车

砸至骨裂的脚现在还有后遗症：右后脚跟

骨质增生，走起路来脚又痛又肿。22 年过

去了，回忆往事，林旺辉对自己年轻时的义

举依然无悔。
“当时社会环境特别乱，路面常有抢劫

案件发生，像林旺辉这样见义勇为的人并

不多，谁都怕惹祸上身，不敢管事。”万宁市

见义勇为工作协会秘书长岑居能告诉记
者，林旺辉见义勇为的举动在当时十分可
贵，传递了社会的正能量，起到了好的表率
作用。 （下转 6 版）

本报讯(记者李崇育 朱晨鹏 任永峰)
2 月 7 日，记者从海南边防总队党委三届五
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了解，去年该总队严
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查破刑事案件
1398 起、治安行政案件 6755 起，刑事案件破
案数同比上升 94%，破案率同比上升 9 个百
分点。

据了解，该总队去年严厉打击各类违法

犯罪活动，查破刑事案件 1398 起、治安行政
案 件 6755 起 ，刑 事 案 件 破 案 数 同 比 上 升
94%，破案率同比上升 9 个百分点，抓获各类
违法犯罪人员 7422 人，其中网上在逃人员
233 人。

特别是禁毒三年大会战中，落实堵源截
流责任，侦破毒品案件 649 起，其中部省级毒
品目标案件 15 起，缴获各类毒品 87.01 公斤，

打掉贩毒团伙 16 个，收缴各类枪支 318 支，
牵引带动了辖区社会治安持续好转，尤其是
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八类主要刑事案件、侵财
类犯罪案件分别下降 22.8%和 27.1%；积极推
动立体化防控体系建设，开展沿海船舶渔船
民规范管理服务试点推广，研发船舶动态管
控(FIS)等 9 个信息系统，全面推进 48 个毒品
检查站的规范建设和常态化运行，深化粤

琼、桂琼警务联动协作，共查处船舶违规案
件 1531 起，查获走私成品油近 800 吨；深化矛
盾纠纷排查化解，共走访群众 36.2 万余户
141.3 万余人次；持续提升边检口岸服务管理
水平，检查入出境交通工具 9377 架（艘）次、
人员 101 万余人次，查处违法违规人员 118
人次，为海南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提供了优
质高效的通关环境。

海南边防去年打击违法犯罪破案率同比上升9个百分点

查破案件8153起 缴获毒品87余公斤

失联22年的第三届海南省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林旺辉被找到

路遇抢劫一脚踹翻劫匪摩托车
□本报记者韩星 郭彦

FZ 寻找海寻找海南失联南失联
见义勇见义勇为英雄为英雄

法制时报召开 2017 年
度总结表彰大会

表彰一批先进
本报讯（记者和婷婷）2 月 7 日上午，

法制时报社召开 2017 年度总结表彰大会，

表彰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辑华晓东，省法

学会秘书长吴家杨，省文体厅报刊处调研

员王健，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副调研员

刘彦华出席会议并分别讲话。

华晓东对法制时报社在2017年取得的

各项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说，法制时报

办报质量不断提高，发行和经营工作取得

可喜成绩，他代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对省

委政法委、省委宣传部、省文体厅给予法制

时报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要求，

要进一步加强队伍管理，增加凝聚力，保障

出版安全，推进媒体融合，再创新佳绩。

吴家杨对法制时报社长期坚守政法

新闻工作战线，对平安海南、法治海南、和

谐海南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法制

时报近年在政法系统影响力不断提升，希

望法制时报进一步推进媒体融合，为法治
海南建设再创佳绩。

法制时报社社长王瑞忠表示，法制时

报社将始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按照省委

政法委、省委宣传部的要求，在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的领导下，扎实推进媒体宣传与

政法工作的深度融合，促进报社各项事业

实现跨越式发展。

法制时报社总编辑田溪代表报社领

导班子总结了 2017 年工作，对 2018 年工

作进行了部署，副总编辑李静主持会议。

林旺辉拿出荣誉证书林旺辉拿出荣誉证书 记者韩星 摄

海口警方去年交出亮眼成绩单，18起
现行命案全破

“两抢”案件降至历史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