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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队伍素质不断提升

队伍建设依然是乐东政法机关主抓的重大工程，政法各
部门始终把队伍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
新时代政法队伍。

一是坚持政治建警，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贯彻落实
中央、省委关于做好新形势下政法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深
入开展“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建设美好新海南”大研讨大行动活动，积极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贯彻落实省委书记刘赐贵在省委政
法委机关调研时的讲话精神，进一步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
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从优
待警，不断提高队伍素质。

二是关爱民警。2017 年以来，乐东县委政法委解决了 1
名干部副科职级待遇；县法院积极协调省高院，省编办正式
下文明确该院专委的职数配备为 2 名，印发了 21 个涉及人事
任免、工作岗位调整的文件，调整工作岗位 28 人，通过多岗
位交流锻炼，提升法官履职能力和审判能力，合理配置审判
资源。县公安局为 34 名民警发放救助、奖励基金 57000 元。

三是扎实开展轮训和业务培训。乐东县委政法委、县委
维稳办、县法学会组织举办一期维稳专题培训班；县法院举
办各类司法业务技能培训 8 期，参训人员 300 余人次，县检察
院组织干警参加高检院、省检察院、二分院的各类培训 26 期
165 人次；县公安局组织开展全警轮训 5 期，355 名民警全部
按计划参加轮训，自行举办各种业务培训班 14 期 650 多人
次。

四是坚持从严治警，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乐东县委
政法委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以及党风廉政建设文件精神，全年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和部署党风廉政建设相关工作 10 余次，印发《县委政法委
2017 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点》《关于落实 2017 年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分工的通知》等相关文件 10 余份，主要领导与班
子成员、办（室）负责人层层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
5 份、个人遵守党风廉政建设相关规定承诺书 11 份。同时组
织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定期、不定期利用微信、信息平台等
做好党风廉政宣传工作，使干部员工思想上随时保持廉政意
识，去年来乐东县委政法委没有违纪违规现象发生。

与此同时，始终坚持从严治警工作方针，认真履行“一岗
双责”和“两个主体责任”，围绕中心工作开展督查。乐东县
检察院开展办案安全检务督察 7 次，建立检察人员执法档案
90 份，纪律作风得到明显转变。县公安局组织全警观看《警
钟》警示教育片，重温《廉洁自律准则》《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
律条令》、“三项纪律”等相关规定，共诫勉谈话 3 人，无立案
查处和政纪处分案件。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乐东
□本报记者赵世馨 陈太东

乐东黎族自治县政法部门去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适应新矛盾新要求，增强工作预见性、主动性，努力建
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乐东，有力维护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有效服务保障
了经济发展，进一步提升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水平，进一步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

2017 年以来，乐东县政法部门主动防
范化解政治风险、暴力恐怖风险、社会矛
盾风险，着力办理信访积案，社会大局持
续和谐稳定。

乐东县政法单位注重反恐防暴工作，
严密防范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活动
和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
怖势力的分裂破坏活动。深化反邪教工
作，扎实开展“敲门行动”，坚决遏制邪教
组织滋扰破坏活动。认真开展影响社会
稳定矛盾问题摸排调研。去年共调处各
类矛盾纠纷 399 起，成功调处 387 起，调解
成功率达 97%。

深入开展国家安全警示教育宣传活
动。2017年以来，在县城、部队、村、学校等
开展宣传教育活动8场次，发放各类宣传资
料 8 万份（册）。同时，运用电视、户外公益
广告、个体工商户LED显示屏等媒体资源，
刊播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公益广告、标语等。

开展土地纠纷调处工作。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详细调查了解情况，及时处理了
一大批土地纠纷案件。2017 年以来，共受
理案件 64 宗，总面积 2716 亩；成功调处化
解 43 宗，面积 1600 多亩，有效化解了因土
地纠纷造成越级上访、非正常上访的苗头。

以党的十九大和省第七次党代会胜利
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为主线，坚决
守好安全维稳底线。2017 年乐东县圆满完
成了春节、全国及全省“两会”、博鳌亚洲论
坛年会、省第七次党代会、党的十九大等重
要会议、活动的维稳安保工作任务，没有发
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政治事件、重大社
会治安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到省进京上访
事件。

为了百姓的安全，乐东政法机关去年持
续发力。

乐 东 政 法 单 位 始 终 保 持 对 违 法 犯 罪
严打高压态势，深入开展各类专项行动，
取得显著成效，社会大局持续稳定。2017
年，乐东县破获刑事案件 637 宗，打掉犯罪
团 伙 26 个 ，抓 获 团 伙 成 员 103 人 ；破 获 涉
枪涉爆刑事案件 14 宗，抓获涉枪涉爆犯罪
嫌疑人 18 人。破获现行毒品案件 141 宗，
抓获犯罪嫌疑人 148 人，查获吸毒人员 758
名。检察机关共依法批准逮捕 342 件 397

人，提起公诉 365 件 452 人，起诉到法院的
案件均作有罪判决，有罪判决率达 100%。
审判机关共受理刑事案件 391 件，审结 382
件，结案率 97.7%。

保障社会发展能力明显增强。乐东政
法机关主动融入全县工作大局，严厉打击影
响经济社会发展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促进经
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2017 年，公安机关共
立经济犯罪案件 11 宗，破获经济犯罪案件 10
宗，抓获犯罪嫌疑人 7 人。检察机关共立案
查处了在危房改造和县海洋与渔业局“菜篮

子”工程领域的渎职犯罪案件 3 件 3 人；批准
逮捕破坏资源环境案件 15 件 18 人，提起公
诉 9 件 12 人；督促犯罪嫌疑人自行恢复被破
坏植被 80 亩，收取复垦赔偿金 3 万元。审判
机关共受理民商事案件 1973 件，审结 1876
件，结案率 95.08%；受理执行案件 903 件，执
结 871 件 ，执 结 率 96.46% ，执 行 到 位 金 额
4653.3 万元；依法审结破坏环境、生物资源犯
罪案件共 7 件 13 人。司法机关办结法律援
助案件 179 宗，办理公证 2182 件，解答各类
咨询 961 人次。

社会治安环境不断优化

扎实开展乡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

为进一步发挥综治中心在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
盾、推进平安建设方面的作用，夯实基层综治基础，去年以
来，乐东县积极推进乡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工作。

2017 年以来，乐东对 11 个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情况进
行分析比较后，选取矛盾纠纷较多、社会治安相对复杂的九
所、利国、黄流、佛罗 4 个镇作为试点开展综治中心规范建设，
通过整合力量，规范运作，实行“一站式”服务窗口接待群众，
形成“联调、联防、联治、联创”的工作格局，为下一步全面铺开
奠定了基础。做好“雪亮工程”“三位一体”项目建设前期工
作。多次召开各镇场、公安、住建、水务、卫计、教育等职能部
门领导会议，专题研究“雪亮工程”建设工作，并组织开展调研
摸底，编制了新增一类视频点位620个。2017年10月中旬，乐
东县综治办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编制《关于加快推进我县综
治中心、“雪亮工程”和网格化管理“三位一体”建设工作的报
告》呈报县委、县政府，得到了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
视。目前，乐东县“雪亮工程”“三位一体”建设规划已纳入今
年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债券需求项目和预算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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