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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详见4版）

“三月三”期间五指山市食药监局全
力保障食品安全

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69份

（详见3版）

发票上“做手脚”贪污20.6万公款
海南省枫木实验林场原场长冯家平获刑

FZ 政法人讲述
政法好故事30年年

全省政法系统学习习近平海南重要讲话精神FZ

肖杰在海口琼山公安分局肖杰在海口琼山公安分局““飞鹰飞鹰””便衣警察大队调研便衣警察大队调研 记者符传问 摄

2020多年前多年前，，蒋宏愿蒋宏愿（（左左））与同事黄平办案的照片与同事黄平办案的照片

本报讯（记者肖瀚）根据省委统一安排
部署，4 月 17 日，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肖杰
深入省直政法机关、基层政法单位，就学习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专题调研。他强
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认真总结先进经验，突出工作亮点，为海
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扛起政法担当。

每到一处，肖杰都详细询问各级党委、
党组织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工作推进情
况，重点了解各部门结合实际工作，在学懂、
弄通、做实上的具体措施。在省高院，肖杰
走进党支部书记办公室等场所，认真听取省
高院审判监督二庭党支部书记王样国关于党
支部开展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情况汇报，以
及自身学习心得。他强调，要积极学习党建
先进单位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典型引路，为
服务海南新一轮改革开放提供司法保障。在
省司法厅，肖杰查看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台
账，随机抽查干警笔记，对省司法厅机关开
展多种形式学习宣传活动，并将学习成果运
用到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普法宣传等工作
的做法给予肯定。

“党支部目前多少党员？”“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有什么好的做法？”在省琼山强制
隔离戒毒所、海口琼山公安分局“飞鹰”便衣
警察大队、海口市美兰区检察院，肖杰走进
各单位党建活动室，与基层党支部书记亲切

交谈，听取基层党建工作开展情况，特别是
在“做实”上的具体做法。当得知党的十九
大代表、“飞鹰”便衣警察大队党支部书记、
大队长冯晖向党员干部群众宣讲 105 场、受

众 3 万多人后，肖杰向他表示感谢，鼓励他再
接再厉，带头学习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为平安海南建设作出更大贡献。随
后，肖杰召开座谈会，听取省直政法机关，海
口、澄迈政法委关于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
神情况汇报。

肖杰对各级政法单位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政
法机关肩负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神
圣使命。要认真总结各单位先进经验，突出
工作亮点，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让
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海南落细落实、落地生
根。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及省委常委会 (扩
大)会议精神，提高政治站位，结合当前政法
工作实际，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打造海
南政法铁军，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扛起
政法担当。

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刘诚，省委
政法委副秘书长、政治部主任庄才德等参加
调研。省直政法机关，海口、澄迈政法委有
关领导陪同调研。

肖杰在省直政法机关及基层政法单位专题调研时强调，突出亮点认真总结经验

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扛起政法担当

本报讯（记者肖瀚 通讯员李苗）4 月 17
日上午，海口市委政法委召开会议，原原本
本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以及
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省委政法委第六次全
会和海口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研究部
署海口政法系统贯彻落实措施。海口市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鲍剑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海口政法机关和全体政法干

部要认真抓好学习，深入思考，切实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指导意见》精
神，明确指导思想、战略定位、具体步骤。
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切实增强责任
感和使命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
委、海口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全力做好政
法工作，为全面深化海口新一轮改革开放贡

献政法力量。
鲍剑要求，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结合

政法实际，找准角色定位，在工作岗位上有
所创新、有所突破。要加强维稳机制建设，
强化防范风险意识，努力创造和谐稳定社会
环境，为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实验区、逐
步稳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保驾
护航。要加强推进综治中心、“雪亮工程”、
网格化服务管理“三位一体”新机制建设，

扎实推进政法智能化建设，构建与自贸区、
自贸港相适应的社会治理体系。要深入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禁毒三年大会战，深
化执法司法体制改革，为自贸区和自贸港建
设营造便捷高效、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要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全体政
法干部头脑，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和能力建
设，提高队伍整体素质，为落实各项工作任
务提供强有力的队伍保障。

海口市委政法委要求全市政法干部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努力创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

本报讯（记者陈武 刘武军）4 月 17 日，
三亚市委政法委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系列文件精神会议，原原本本
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
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的指导意见》，以及省委常委（扩大）会

议、三亚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
此外，三亚市委政法委组织理论中心

组专题学习，各部门干部职工结合本职工
作交流学习体会，谈了贯彻落实的思考和
打算。

三亚市委政法委机关干部蒋世碧认为，
学习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就是要牢记嘱托，

不辱使命，不折不扣抓好各项工作执行落
实，“吃透政策法规，对政法干警开展执法
检查，对违法干警进行谈话，解决执法不公
问题。认真履行牵头职责，发挥职能作用，
支持配合监察体制改革。”

“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内容丰富、含金
量大、政策性强，为大家绘制了一副雄伟蓝

图，催人奋进，让人倍受鼓舞。”市委政法
委机关干部钟鸿伟在分组发言时说，“我们
要在学用结合上下功夫，将理论学习成果
与实际工作结合，求真务实，不断提升自己
的工作能力，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
作中去，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落
到实处。”

三亚市委政法委干部职工表示要在学用结合上下功夫

认真履职不折不扣抓好执行落实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吕
茗齐）4 月 16 日下午，万宁市检察院召开党
组（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以及省委常委会（扩
大）会议精神，要求全院干警融会贯通，内化
于心、落实于行，深化办案责任制改革，切实
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创

造良好稳定社会环境、公平正义司法环境、
廉洁高效政务环境。

会议指出，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区
和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在新时
代赋予海南的重大使命责任和重大战略决
策，省委书记刘赐贵用“八个深刻昭示”深
入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导意
见的精髓要义，全院干警要认真学习，融会

贯通，内化于心、落实于行，结合检察工作
贯彻落实好。

万宁市检察院检察长范建绥要求全院
干警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上
来。要继续深化内设机构、办案责任制改
革，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为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创造良好稳定社会环境、公平正义司
法环境、廉洁高效政务环境。

万宁市检察院党组（扩大）会议要求干警内化于心落实于行

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麦文耀 通讯员
符琳）4 月 17 日，洋浦法院召开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以及省委
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要求坚持学用结
合，坚持问题导向，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正确方向，不断提升履职能力。
会议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这条
正确之路、强国之路、富民之路的坚定决心，
体现了对海南改革开放的高度重视和对海南
人民的深切关怀，赋予了海南重大责任使命，
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

会议要求全院干警掀起学习贯彻热潮，原

原本本、认认真真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和中央文件精神，以及省委书记刘赐贵
讲话精神。要立足审判执行工作，坚持学用结
合，用理论指导工作；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提高
依法审结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能力。要深入开
展党员学习活动，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基
层党组织作用，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正确方向。

洋浦法院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提出

坚持问题导向 提升履职能力

定安县司法局党组（扩
大）会议提出脚踏实地做好
各项工作

织密覆盖城乡
公共法律服务网

本报讯(记者舒耀剑 通讯员梁秋
勰)4 月 16 日，定安县司法局召开党组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精

神，要求进一步深化司法行政体制改

革，织密覆盖城乡公共法律服务网，让

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定安县司法局局长莫汉民提出，要

原原本本、认认真真学习，深刻领会讲

话和文件精神，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

实；要加强培训，提高全县司法行政工

作人员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要

求的能力；要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
埋头苦干的精神，求真务实、脚踏实地

做好各项工作。

会议强调，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

进一步深化司法行政体制改革，织密覆

盖城乡公共法律服务网，做好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各项工作，让人民群众有更多

获得感、幸福感。

参警32年的东方市公安局国保
大队大队长蒋宏愿心愿得偿

现在东方治安状况
比30年前好太多了

□本报记者连蒙 董林

“为了制作第一代身份证，我们要挨家挨户上门收集信
息，几乎要跑断腿 。现在只需到办证中心办理，既快捷又方
便。建省初期，东方市的治安状况较差，现在是白天见警车、
晚上见警灯，人民群众安全感不断增强……”4 月 14 日上午，
东方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蒋宏愿对比30多年来他亲身经
历的东方市社会变迁特别是治安状况变化时，不禁感慨万千。

顶烈日进黎寨采集村民身份信息

1986 年 4 月，蒋宏愿加入公安队伍，在东方黎族自治县
（现东方市）公安局东方派出所工作。

“第一代身份证是黑白的，单页卡式，15 位编码。”蒋宏
愿边描述边回忆起 1987 年夏天，为了制作第一代身份证，派
出所民警顶着烈日，拿着相机、胶卷和厚厚的登记簿，挨家挨
户走访辖区居民和村民，搜集、核对、登记居民身份信息并为
居民拍照的情景。

蒋宏愿对记者说，辖区黎族村庄多，当地人淳朴、热情，
信息采集和登记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大家都既兴奋又好
奇，还会拉着他问很多问题，自己都一一解答。

“村里的黎族姑娘很害羞，很多人不好意思拍照，我一个
男同志一头雾水，就去找妇女主任帮忙做工作。”时隔 30 年，
想起当时的情景，蒋宏愿仍历历在目。

“拍完照后登记姓名和家庭住址，大家都有序排队。”每
到一处，长长的队伍从村头到村尾，大家有说有笑，对身份证
这个新事物充满期待，“遇到年纪大的阿公阿婆或腿脚不便
的村民，我们会去家里登记，也聊聊家常，了解他们日常生活
情况、是否需要帮助。”

蒋宏愿说，现在登记身份信息只需到办证中心，设备更
先进了，既快捷又方便，居民的法制意识也较 30 年前提高了
许多，几乎每位居民都能说出身份证的用途。

勤跑练就基本功对辖区情况了如指掌

“刚参警的时候，很多情况都不熟悉，因此除了日常工
作，我们会经常去辖区走访，用这种方式熟悉辖区业务和村
民。”蒋宏愿说，当时通讯条件很差，群众遇到困难或报案要
么步行，要么骑自行车、摩托车，或者坐农用车，民警出警也
主要靠骑摩托车，为了抢时间替群众排忧解困，充分熟悉辖
区路段和居民是民警的基本功。那时他就立下志愿，作为人
民警察，要一心一意做工作，时时刻刻为人民。 （下转 4 版）

（详见2版）

海口龙华区法院依托信息技术提升审判质效

用微信视频完成标的物质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