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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英 和婷婷 杨希强）
“服务太贴心了，非常感谢龙华办证中心

的民警们。”7 月 10 日 18 时许，在海口市公

安局龙华分局办证中心，来自辖区碧桂园

控股有限公司的员工王琛向民警们竖起

了大拇指。据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办

证中心副主任陈世龙介绍，民警们利用 7

月 6 日和 10 日两天的下班时间，共为 40

余名碧桂园员工办理了落户手续，用实际

行动贯彻“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的

工作部署。

加班 2 天为一企业年轻
人才集中办理落户手续

据了解，位于龙华辖区的碧桂园公

司代表近日通过海口市公安局户政处向

龙华分局办证中心反映，公司有许多优
秀的年轻员工，都想留在海南投身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但因工作关系，大家都很难安排出

时间自行去办证中心办理落户手续，希

望向公安机关进行集体预约，在不影响
办证中心正常工作的情况下，约定时间
前往办理落户手续。

陈世龙介绍，在得知此情况后，龙华
办证中心十分重视，并根据实际工作安
排，选定时间为该企业的年轻人才安排集

中办理人才落户手续。7 月 6 日、10 日下班

后，办证中心全体窗口工作人员坚守岗

位，利用下班时间为该企业的 40 余名年轻

人才们集中办理落户手续。

记者在现场看到，办证中心的氛围轻

松愉快，大家带着提前准备齐全的落户材

料，井然有序地排队填写申请表、提交个

人信息材料，在办证中心工作人员的细心

指导下完成了全部落户手续。

“我现在终于是海南人了。”王琛告诉

记者，提前根据民警提供的清单准备材
料，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民警利用
下班时间给员工们办理，也打消了怕耽误

工作的后顾之忧，“整个办理的过程也就

用了半个小时左右，非常快。感谢海口公

安，让我们顺利搭上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发展的高速列车！今后也能继续安心地留

在海南，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建

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了。”

一个多月人才落户业务
量增加两倍

据悉，从今年 4 月 13 日开始，龙华办

证中心人才落户业务呈井喷式增长，办证

中心日均接待群众数量都在千人以上，咨

询人数更是不计其数，特别是 5 月 13 日海

口推出“简化办、马上办”“一次办、当天

办”“上门办、集中办”，特殊情况“预约

办、随时办”的“四项便民”措施，要求人
才落户当场办结后，仅一个多月时间就办
理了 2420 名人才落户，业务量是平时的
两倍以上，民警每天都承受着高强度的工
作压力。

“为了应对落户高峰，我们设置了专
门的人才引进绿色通道，专门的人才落户
专岗，增加了现场引导员，增加设置了各
种醒目标牌和办事指南，完善了各项业务
预约功能，确保预约到的群众来一次即可
办结。”陈世龙介绍，接下来，暑假即将来
临，办理身份证和出入境证件业务也将进
入高峰期，预计人流量还会持续增长，龙
华办证中心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工作，推出
更多的便民措施和提高服务质量，力争让
来办事的群众办结一个满意一个。

海口龙华公安分局办证中心工作人员加班为辖区人才密集
企业集中办理落户手续

40余名碧桂园员工顺利落户

龙华办证中心工作人员加班为群众办理业务龙华办证中心工作人员加班为群众办理业务 记者和婷婷 摄

今日导读

（详见3版）

请开锁公司开门
擅自带人看房

三亚一房产中介业务员被行政拘留15日

（详见2版）

上线5天逾万人办理居住登记
海口警方解答群众微信办理居住登

记常见问题

本报讯（记者肖瀚）7 月 9 日下午，省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肖杰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法思想专题研讨会。他强调，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

步学习领会习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

央 12 号文件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中央和省委的各项部署上来，扎实推进当

前各项工作，为建设平安海南、法治海南、美

好新海南作出新的贡献。

研讨会上，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高院

院长陈凤超围绕深刻领会政法机关的法治

属性，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深入推进法治海南建设，切实提高新时代政

法工作法制化水平作了主题发言。与会人

员分别结合实际工作进行了交流发言。

肖杰强调，坚持政法机关的法治属性要

落实到党对法治工作的绝对领导上，正确处

理好政治与法治的关系，全力抓好省委、省委

政法委有关部署的落实。要落实到人民主体

地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上，坚持法治

建设紧紧依靠人民，确保政法工作深深扎根

于人民。要落实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

要求。要落实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

合。要落实到从中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社会治理道

路。要落实到法治海南建设中，充分发挥法

治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中的服务和保障作用。各级政法机

关、政法干部要努力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将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到立法、司法、执

法、守法的全过程，更好地维护社会安全稳

定，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副省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公安厅

厅长范华平，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检察院

检察长路志强，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

刘诚，省委政法委委员李洪、李向明、郑学

海、陈海军出席会议。省委政法委领导、有

关处室负责人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宋飞杰 通讯员黄鹏帅）7
月 9 日，白沙黎族自治县公安局邦溪派出所
侦破一起利用互联网对基层扶贫工作人员
进行造谣诽谤案件，决定对造谣者梁某辉处
以行政拘留 10 日。

6 月 23 日，邦溪派出所接到群众反映，
邦溪镇南阳村村民梁某辉，对正在开展扶
贫工作的人员通过拍摄视频的手段，造谣
工作人员在村中进行盗窃。因该县扶贫工
作正处在攻坚阶段，为确保扶贫工作的有
序开展，邦溪派出所立即将案情向白沙公
安局党委做出了汇报，局党委高度重视，并
做出明确指示：查明案情，消除谣言，严惩

造谣者。
邦溪派出所立即对梁某辉进行传唤，对

案情进行了认真调查。最后根据梁某辉的
交代及民警掌握的情况，查明了是梁某辉因
对邦溪镇政府的拆迁工作存在不满情绪，在
邦溪镇政府扶贫工作人员麦某某、赵某某进
村开展工作时，梁某辉使用手机对麦某某进
行视频拍摄，同时大喊麦某某在盗窃，随后
梁某辉将拍摄的视频通过微信传播到微信
群中，对麦某某工作和生活造成较大恶劣影
响。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白沙公安局对
梁某辉造谣诽谤他人的行为，作出了行政拘
留 10 日的处罚。 梁某辉被拘留梁某辉被拘留

发泄对政府拆迁工作不满
微信造谣扶贫人员盗窃

白沙一村民被行政拘留10日

社区矫正期间
盗窃他人手机
保亭一男子被撤销缓刑

收监执行

本报讯（记者赵世馨 许光伟 通讯

员 吉 顺）近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检

察院通过加强对社区矫正罪犯的监督，

督促有关部门将一名社区矫正脱管罪犯

成功收监。据了解，这是该院办理的第

二起监外执行罪犯被撤销缓刑收监执行

案例。

据了解，保亭县一男子王某因犯盗窃

罪于 2017 年 6 月 15 日被保亭县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 3000 元。王某被宣告缓刑后，非

但没有好好进行改造，还在社区矫正期间

盗窃手机被保亭县公安局给予行政拘留

十五日处罚，并且在剩余的缓刑期内，王

某多次拒不前往社区报到，一直处于失控

脱管状态。

保亭检察院刑事执行部门在社区矫

正监督检查中发现这一情况后，高度重

视，发出检察建议，建议保亭县司法局对

原审法院发出收监执行的建议。近日，保

亭县法院依法撤销对王某宣告缓刑的判

决，裁定对其收监执行。

儋州交警缉查布控系统
预警助力“路长制”

路管员8分钟
查获一辆套牌车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麦文耀 通讯
员周菲）7 月 10 日，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通过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缉查布控

系统预警，成功查获一辆套牌车。

据了解，当天 9 点 29 分，儋州交警指

挥中心收到预警信息，省道美洋线发现

一辆套牌车，依托“路长制”工作机制，指

挥中心立即将该车辆的行进方向、行驶

位置精确报告给西联岗点路管员，路管

员等人接到指令后迅速出击，在西联十

字路口布控，于 9 时 37 分在该路口成功

将车辆拦截。经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平台

查询，琼 A06F93 机动车登记信息是一辆

白色宝骏牌小型汽车，与该车信息明显

不符，显然是套牌车。路管员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该车依

法进行暂扣，对驾驶人处以罚款 5000 元，

记 12 分，行政拘留 5 日。

肖杰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思想
专题研讨会强调

努力提高政法队伍运用法治思维
法治方式推动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省司法厅召开党委（扩大）会议
进一步学习讨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法思想要求

全面提升新时代
政法工作能力水平
本报讯（记者王慧）7 月 10 日下午，省司法厅召开 2018

年第二十七次厅党委（扩大）会议，进一步学习讨论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思想，并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会上，省司法厅党委班子成员领导汇报分管单位及部门
2018 年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省司法厅党委
书记、厅长郑学海传达学习了《关于学习贯彻政法领导干部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研讨班
的通知》（以下简称《研讨班通知》），他指出《研讨班通知》是
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工作的科学指南，全省司法行政系统要迅
速掀起学习热潮，巩固和扩大学习研讨成果，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全面提升新时代政法工作
能力水平。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各部门工作要配合海南自
贸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发展，完成深化改革的各项任
务，做好法治宣传工作，加大信息化建设工作。要深入开展
大学习大研讨大培训，把学习研讨成果体现在做好当前工作
上来。

会议还传达学习司法部《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禁毒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通知》以及省委政法委第十一
次全体会议精神等。郑学海要求要提高认识，作为司法行政
机关，要认真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对禁毒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要强化责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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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品治理之路，坚决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东方检察院受理监察机关移送
的首批职务犯罪案件

4人涉受贿行贿
被提起公诉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吴玉丽)7 月 6 日，东方市人民
检察院依法对东方市监察委员会移送审查起诉的符某甲、符
某乙涉嫌受贿案，李某涉嫌介绍贿赂、行贿案和段某涉嫌行
贿案提起公诉。该批案件是东方市监察委员会向东方检察
院移送审查起诉的首批职务犯罪案件。

据了解，该案在东方市监察委调查办理阶段，东方市检
察院指派检察官提前介入案件，积极引导完善证据。5 月 23
日，东方市监察委将符某甲、符某乙等 4 名被调查人移送检
察院审查起诉。案件受理后，根据《海南省监察机关与检察
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衔接办法（试行）》等规定，东方检
察院经依法审查认为被留置的 4 名犯罪嫌疑人均有逮捕必
要，于 5 月 28 日对 4 人决定逮捕。

东方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讯问了符某甲、符某
乙等 4 名犯罪嫌疑人，依职权主动调取相关证据，听取了辩
护人意见，并积极追回涉案赃款和非法所得共计人民币 64.9
万元，挽回国家经济损失。经审查认定，符某甲、符某乙、李
某、段某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该院于 7 月 6 日向
东方市人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