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海口监狱服刑的苏某民向记者坦述
染毒惨痛教训

为吸毒走上贩毒之路
狱中改造重塑生活信心

（详见4版）

弘扬海南公安模范精神FZ

本报讯（记者曹飏 和婷婷 通讯员吴
淑骁 王娜）自全省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以
来，全省检察机关采取有力措施，全面加强
对毒品案件诉讼活动的监督，确保有力打
击毒品犯罪。全省检察机关在严厉打击各
类毒品犯罪的同时，做好检察环节综合治
理工作，为全省禁毒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
献。目前，全省检察机关有 2 个单位和 4 名
个人在大会战的第一阶段受到了省委省政
府的表彰。

省检察院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全省开展
禁毒三年大会战中，全省检察机关采取有力
措施，全面加强对毒品案件诉讼活动的监
督，确保有力打击毒品犯罪。加强立案监
督，坚决监督纠正毒品犯罪领域有罪不究、
以罚代刑等问题。儋州、洋浦、白沙、保亭等
多个检察院组织开展毒品犯罪专项立案监

督工作，深入各派出所采取翻阅台账、查阅
案件材料等方式，排查发现相关毒品犯罪案
件线索。澄迈县检察院开展的毒品专项立
案监督工作获得时任县委书记批示肯定。

截至今年 4 月底，全省检察机关共监督
公安机关对毒品犯罪案件立案侦查 37 件。
三亚市院在审查逮捕三亚市育才派出所所
长王勇涉嫌受贿罪一案时，发现了董某容
留 10 余人吸毒的重大线索，经过调查核实，
成功监督公安机关立案。同时，全省检察

机关加强侦查活动监督，发现毒品犯罪案
件侦查过程中存在违法情形的，及时提出
监督意见，共向侦查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
知书》156 份；发现存在遗漏犯罪嫌疑人或
者遗漏罪名，并依法追捕毒品犯罪嫌疑人
18 人、追诉 16 人。海口美兰区检察院向公
安机关通报侦查取证过程中存在的 7 大类
50 余处瑕疵问题，督促规范涉毒案件中的
侦查取证工作。文昌市检察院对毒品案件
开展了“讯问录音录像制作不规范”“违法

使用贩毒案件特情人员”专项监督检查，以
检察建议的方式监督公安机关规范侦查行
为，当地公安局长高度重视，要求加强学
习，严格整改。发现法院对毒品犯罪案件
量刑畸轻的，共提出抗诉 23 件，法院已改判
14 件。省检察院第一分院发现省一中院对
陈某以贩毒罪判决有期徒刑 12 年一案，存
在量刑畸轻的情况，并依法提请抗诉；经省
检察院支持抗诉以及省高院发回重审，最
终陈某被改判有期徒刑 15 年。

我省检察机关为确保有力打击毒品犯罪

全面加强监督毒品案件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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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球输光8000元在候车室嚎哭
一男子被儋州铁警及时劝阻

（详见3版）

“战狼”“铁骑”保交通顺畅安全
陵水创新“路长制”工作，打造情报信

息、打击犯罪、治安防控、交通管理和服务
群众一体化综合警务机制

张远旺和同事抓获一嫌疑人张远旺和同事抓获一嫌疑人(警方供图）

全国省级法制（治）媒体记者走
进渝东南聚焦创新城乡基层社会治
理好经验好做法

实地体验重庆
社会治理生动实践
本报讯（记者肖瀚）6 月 25 日下午，由重庆市委宣传部、

重庆市委政法委指导，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办，重庆法制报
社承办的 2018 年全国省级法制（治）媒体“创新城乡基层社
会治理·渝东南行”主题宣传报道活动在重庆彭水苗族土家
族自治县举行。来自全国 23 家省级法制（治）媒体及部分中
央媒体的社长、总编辑、记者组成的采访团将走进渝东南了
解重庆创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经验做法及成果。彭
水县委书记钱建超，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裁戴
伟等领导出席启动仪式。

在启动仪式上，重庆法制报总编辑王伟对来自全国各地
的同行们表示了热烈欢迎。他说：“未来几天，我们将兵分两
路，走进渝东南区域多个基层采访点，实地体验重庆创新基
层城乡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我们衷心希望并期待重庆在
社会治理创新方面的一些经验做法，通过我们法治专业融媒
体的强大矩阵，分享到各个兄弟省市，分享到四面八方，从而
让重庆的法治故事能更好地融入到全国一盘棋，相互激发出
更多的智慧，结出更多的果实。”

北方法制报社社长、总编辑蒋蔚红代表活动的记者们致
辞。她说，采访周活动为各地法制媒体搭建了很好的学习交
流、共同发展平台。我们要俯下身子、深入基层，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宣传好报道好渝东南基层
社会治理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既要打造真挚友爱的“朋友
圈”，更要形成互惠切磋的业务圈，不断提升法制宣传的综合
能力水平，持续扩大法制媒体影响力。

海南法制时报社政法新闻中心省直政法部主任肖瀚作
为采访团代表接受授旗。

据了解，采访团将到彭水、酉阳、秀山、黔江、南川 5 个渝
东南地区的区县，走访 20 多个基层单位，将创新城乡基层社
会治理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分享到全国。

立案查办案件201宗
今年以来海口海关主要办案指

标已超出去年全年水平

本报讯（记者陈超超）今年海口海关针对洋垃圾、农产
品、资源性产品、涉税商品、涉枪涉毒走私活动 5 个重点开展
深入打击。截至目前主要办案指标已超出去年全年水平，至
6 月中旬共立案查办各类案件 201 宗。上半年被列为海关总
署一级挂牌督办案件 1 宗，二级挂牌督办案件 2 宗，被公安部
列为部级目标案件 1 宗，被省公安厅列为省级目标案件 1 宗。

据介绍，今年 1 月份，海口海关联合海警部门打掉海上
偷运走私柴油犯罪团伙 1 个，抓获涉案嫌疑人员 34 名，现场
查获涉嫌走私进境的柴油 2400 余吨，查扣外籍走私母船 2
艘，小型接驳船只 1 艘。经查证，该犯罪团伙自 2016 年以来
多次通过海上偷运方式将涉案柴油从越南偷运至北部湾海
域，再运至海南八所、洋浦等非设关地码头。该案被列为海
关总署一级挂牌督办案件。

据了解，今年以来，海口海关按照海关总署、公安部以及
海南省部署要求，组织开展“禁毒 2018 两打两控”、全省禁毒
三年大会战 2018 年“夏季攻势”等数项专项行动，共破获枪
支、毒品案 7 宗，查获大麻油、大麻胶囊等各类毒品 2.433 公
斤；侦办成品油案 14 宗，查扣涉案柴油约 3000 吨；侦办走私
废物案 3 宗，走私废钢案 26 宗。

新华社北京 6 月 25 日电 近日，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就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强党的
领导，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完善
治理体系，压实工作责任，广泛发动群众，走
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坚决打赢新

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禁

毒委和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坚决贯彻中央决
策部署，主动作为、攻坚克难，推动禁毒工作
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强调，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

民族兴衰、人民福祉，毒品一日不除，禁毒斗
争就一日不能松懈。要依法严厉打击毒品
违法犯罪，加大重点地区整治力度，坚决摧
毁制贩毒团伙网络，深挖涉毒黑恶势力及其

“保护伞”，铲除毒品问题滋生蔓延的土壤。
要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重点针对青少

年等群体，深入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在
全社会形成自觉抵制毒品的浓厚氛围。

1987 年 12 月，第 42 届联合国大会决议，
正式将每年 6 月 26 日定为“国际禁毒日”。
今年国际禁毒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健康
人生、绿色无毒”。

习近平就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走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
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本报讯（记者陈敏）6 月 25 日上午，省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肖杰在海南政法职业
学院会见前来考察调研的中国政法大学校
长黄进一行，就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合办
特色学校等方面的具体合作，双方深入交
换了意见。

肖杰对黄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与感
谢。他说，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海南与中
国政法大学此次的交流，中国政法大学是我
国法学教育的最高学府之一，为国家培养了
大批法治人才，在法学和研究方面有着丰富

的资源和经验，希望中国政法大学和海南坚
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为推动海南法治建设、加强和改进海南地方
立法，为国家战略实施作贡献，为海南全面
依法治省“添砖加瓦”。

肖杰指出，今年，党中央赋予海南全岛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新使命，海南省委、
省政府深感责任重大。建设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最迫切的就
是解决人才问题，希望借助中国政法大学的

专业优势和特色，与我省相关高校在学科建
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师资队伍建设等
方面开展合作，特别是引进中国政法大学优
质教育资源在海南设立分支机构、全面提升
海南政法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更好地
服务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建设平安海
南、法治海南、和谐海南。他表示，海南和中
国政法大学建立合作，对促进我省依法治
省、加强法律服务培训、建立高端人才教育
基地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省委、省政府将
积极推动省校合作，并通过优惠政策，大力

支持中国政法大学的科研成果在海南转化
和实现产业化。

黄进简要介绍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发展
情况，对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给予高度评价。
他表示，中国政法大学愿意与海南建立战略
合作关系，服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充分发
挥中国政法大学优势，更好地为海南发展和
国家大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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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见。

肖杰会见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时表示，大力支持中国政法大学科研成果在海南转化和实现产业化

建立合作为海南依法治省“添砖加瓦”

坚决打赢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FZ
本报讯(记者王慧 通讯员逄金霞)6 月

25日上午，省司法厅在省琼山强制隔离戒毒
所举办2018年全省司法行政戒毒场所开放日
暨职业技能培训展示主题活动。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关进平，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范华
平，省政协副主席侯茂丰及省禁毒委成员单
位代表，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

代表们参观了海南司法行政禁毒教育
基地、戒毒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展示和就业
招聘会，在就业招聘台详细了解即将出所
人员应聘情况，与应聘戒毒人员交流，鼓励
他们以戒毒成功典型为榜样，做一个对家
庭、对社会有用的新人。

在禁毒（戒毒）宣教大会上，海口市社情
民意调查中心张文秀宣读了《海南省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海南省禁毒委员

会办公室、海南省戒毒管理局2018年解除强
制隔离戒毒人员跟踪回访调查报告》，澄迈
县金江镇江南社区戒毒（康复）中心辅导员
李小波，戒毒成功典型卓祥辉，戒毒人员家
属代表、应聘成功的戒毒人员分别发言。

范华平对我省司法行政系统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他要求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
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严格按照禁毒三
年大会战任务要求，锲而不舍抓好禁毒工

作，全力遏制毒品问题发展蔓延；要积极进
取，进一步发挥司法行政机关主力军的职
能作用。司法、公安等职能部门要充分发
挥好禁毒主力军作用，实现禁毒形势持续
稳定好转，主动顺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和
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要形成合力，进一步推
动禁毒大会战深入开展。各级政府要始终
把禁毒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做到认识到位、
措施到位、责任到位、保障到位。各级禁毒

委员会成员单位要依法履行禁毒工作责
任，整体谋划推进禁毒工作，打出一套治理
毒品问题的整体仗、组合拳。

据了解，省戒毒管理局决定按照“短期
技能培训+系统中专学历教育+推荐就业”
的办学模式，每个戒毒所每年举办 1 个学习
班（人数为 60 人），强化戒毒人员的技术技
能培养和职业生涯教育，使他们成为促进海
南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就业者和推动者。

全省司法行政戒毒场所开放日暨职业技能培训展示活动举行

强化学员技能培养职业教育

在定安县城的主要街道，尤其是酒吧和

商铺林立的地段，不论白天深夜，每天都有一

双双锐利的眼睛在不间断盯防，他们正是张

远旺所带的定安县公安局巡警大队的民警。

张远旺是定安县公安局巡警大队大队

长，为抓抢劫嫌疑人，他从 6 米高的江堤一

跃而下，被称为“拼命三郎”。从警 6 年抓获

违法犯罪嫌疑人 872 人，破获了久悬不决的

故意伤害案件，参与破获 60 宗涉毒刑事案

件。2015 年被评为全省优秀人民警察，2016

年获禁毒三年大会战三等功，2017 年被定安

县评为县优秀公务员并获党的十九大安保

个人三等功。今年 6 月，被海南省政府评为
“海南省模范人民警察”。

有勇有谋 侦破3大案件

2015 年 4 月 15 日 18 时，一名飞车抢劫的
嫌疑人驾驶摩托车往定海大桥方向逃窜，在
附近巡逻的张远旺与民警迅速在必经之地
等候。在采取技巧动作逼停摩托车后，嫌疑
人郑某师弃车往南渡江堤逃跑，跳下 6 米高
的江堤。张远旺紧追不舍，毅然跳下，尽管
扭伤了腿部，但仍将嫌疑人牢牢擒获。

定安县委常委、公安局长李忠山这样评

价张远旺：“他是民警的标杆，有勇有谋，更
可贵的是，他还很拼命。”

张远旺曾先后参与破获徒步抢劫、尾随

跟踪抢劫、特大贩毒等多起性质恶劣的案

件，尤其是在破获省公安厅挂牌督办的 2014

年“6·16”特大贩毒案、2015 年“1·21”重大贩

毒案等案件中，张远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

张远旺在定城派出所工作期间，通过日

常了解，基本掌握了长期盘踞在定城地区、

仙沟地区依靠敲诈勒索、强买强卖、抢揽工

程为生的3股恶势力的相关情况。（下转6版）

“拼命三郎”6年抓获872名嫌犯
——记“海南省模范人民警察”定安县公安局巡警大队大队长张远旺

□本报记者张英 和婷婷 通讯员陈炜森 王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