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取长补短
拓展思路

万宁公安局党务工作人
员赴海口美兰边检站交流学
习党建工作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王
雷）6 月 10 日上午，万宁市公安局 32 名党
务工作人员前往海口市美兰边检站交流
学习党建工作。

美兰边检站向万宁公安局交流学习
团详细介绍了边检站党建工作整体情况、
党支部建设、党组织生活、“三会一课”等
党建工作经验。随后，交流学习团还观看
了美兰边检站工作宣传片——《忠诚驻守
国门力量》，现场参观了边检站的党建文
化长廊、党员学习园地等。

交流学习团成员纷纷表示，要以此次
学习为契机，紧密结合本单位党支部实
际，取长补短、拓展思路，从严从实从细抓
好党建工作。

海南政法系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FZ

本报讯（记者和婷婷 通讯员朱晨鹏
范宏博）6 月 10 日上午，海口出入境边防检
查总站召开党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交
流心得体会，研究贯彻落实措施，指导具体
实践。

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上率下，强化主题
教育的组织领导，把开展好主题教育作为
检验总站各级党组织“四个意识”的一条重

要标准，党委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
聚焦根本任务、把握“十二字”总要求、紧扣

“五句话”目标、坚持四个“贯穿始终”，从实
际出发，把主题教育的任务具体化、精准
化、差异化，提升针对性、指导性、实效性；
党员领导干部要在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
视问题、整改落实上示范带头，推动主题教
育深入开展。

会议强调，要聚焦问题导向，拿出切实
有效的整改措施和办法，明确整改时限和

目标，立行立改、即知即改，把各项问题整
改到位；要注重统筹兼顾，强化检查督导，
确保各项工作严格落实，通过实实在在的
教育内容和管用有效的教育方法，使党员
干部有触动、受教育、见行动、有提高，把在
主题教育中激发的工作热情和进取精神转
化为做好边检工作的强大动力；总站将适
时通过专项检查、随机抽查等方式，加强督
导力度，层层传导压力，确保主题教育抓出
成效。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许光伟 通讯员
符琳）6 月 11 日上午，洋浦经济开发区法院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学习。

据了解，该院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
一时间贯彻落实省高院第一批主题教育动
员部署，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实的总要求，制定学习计划，以自学为

主，同时进行集中研讨学和现场体验学。
会议强调，要开展好主题教育，要从思

想认识上下手，深刻理解其重大意义，从而
把思想上的认同转化为实践中的动力。

洋浦法院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

制定学习计划 突出现场体验

海口边检总站党委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要求

明确时限目标 把问题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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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检察院顺利完成内设机
构改革

人岗相适 迅速到位
本报讯（记者蒙职宇 通讯员谢梦萍）为进一步深化司

法体制改革，提高检察机关办案质效，屯昌县检察院有序推
进内设机构改革，目前，所有新设机构全部完成挂牌并正式
运行，屯昌县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顺利完成。

据了解，省检察院内设机构“三定”方案尚未下发前，屯
昌检察院提前布置内设机构改革事项，各内设机构负责人和
干警岗位安排，根据“双向选择+综合平衡+组织决定”的办
法，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开展谈话谈心、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等
方式，尽可能尊重干警意愿，优化人员配置，合理调配人力资
源，做到人岗相适。

5 月 6 日，该院召开党组会、党组扩大会议、全院干警大
会，明确内设机构领导和人员岗位安排。

为尽快缩短磨合期，让干警尽快适应新的办案部门和新
的检察官办案组模式，在县委正式宣布内设机构负责人任免
决定前，该院党组组织干警做好办公室搬迁工作，备齐新部门
公章和部门办公用品，在新设立的内设机构上挂牌，使调整后
内设机构领导和干警迅速到位，按照新的检察官办案组模式
开展工作，顺利做好机构、人员、工作的有序链接和运转。

本报讯（记者李传敏 通讯员李少杰）记
者 6 月 11 日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检察院
获悉，2019 年以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检
察院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保护检察职责，围绕
万泉河、南渡江、昌化江流域生态环境突出
问题，落实“万泉河水清又清”联合整治工
作，坚持贯彻“三多一精”办案理念。

据了解，截至目前为止，琼中检察院共发

现和收集万泉河、南渡江、昌化江流域行政公
益诉讼线索8件，立案审查8件，进入诉前程序
8件。其中，针对万泉河流域红岭水库存在侵
占库区河道空间、非法捕鱼等破坏生态环境问
题，立案审查3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3份。

为强化万泉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琼中
检察院针对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中发现的非
法捕捞渔业资源、侵占库区空间、违规行驶

船只、治安隐患、库区执法和管理等问题，形
成《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关于红
岭水库生态环境保护的调研报告》，书面报
送琼中主要领导，主动争取当地党委、政府
支持。琼中县委副书记、县长王琼龙作出签
批意见：同意转县生态环境局、县农业农村
局、县公安局、县水务局、县综合行政执法
局、营根镇、湾岭镇、中平镇、国电万泉河红

岭水利枢纽有限公司研究，各司其职抓好库
区管理存在问题的整治整改工作。

下一步，琼中检察院将聚焦保护公益、
把准工作重点，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
调，形成公益保护的最大合力，共同推进红
岭水库综合治理和检察公益诉讼工作顺利
开展，努力实现法律监督政治效果、法律效
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本报讯（记者张英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
讯员陈炜森 邢君怡）6 月 11 日，记者从省公
安厅获悉，根据“净网 2019”和 2019 年“春雷
行动”专项工作要求，海口市公安局主动出
击，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坚决维护
网络空间秩序，日前，通过多警种联动，破获
两起网络贩毒案，抓获吸贩毒嫌疑人 18 名。

今年 2 月，海口市公安局网警支队在工
作中发现一条通过网络社交平台贩卖冰毒
的线索。根据线索，民警逐步摸清了该网络

贩毒团伙的组织结构，立即联合海口市公安
局美兰分局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

通过连日作战，4 月 16 日，海口警方在龙
华区某出租屋内成功抓获贩毒嫌疑人林某
娟、吴某林 2 人，在龙华区大同二里路抓获其
他涉嫌贩毒人员。截至日前，共抓获涉嫌吸
贩毒人员 10 人，其中刑事拘留 6 人、强制隔
离戒毒 2 人、行政拘留 2 人。

继侦破林某娟、吴某林贩卖毒品案后，海
口市公安局网警支队乘胜追击，通过发挥合

成作战优势，5月24日联合海口市公安局龙华
分局对“2019·01·05 贩卖毒品案”统一收网。
民警通过顺藤摸瓜，层层深挖，全面摸排了该
案团伙的组织结构，掌握了贩毒嫌疑人的基
本情况，锁定以欧阳某和吴某岛为主的涉嫌
吸贩毒人员共 11 人。5 月 24 日至 27 日，海口
警方在广东汕头、海口、琼海等地抓获并刑事
拘留吸贩毒嫌疑人欧阳某、吴某岛、潘某清、
吴某丹等8人，共缴获疑似冰毒约20克。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海口警方成功侦破两起网络贩毒案

抓获吸贩毒嫌疑人18名

省府城戒毒所开展消防
应急演练

提升消防事故
防范能力

本报讯（记者王慧 通讯员李福保 黄
莎）6 月 11 日，省府城戒毒所联合海口市琼
山消防救援中队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活动，
进一步提高民警的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自
救自护技能，提升场所消防事故防范能力。

当天上午 10 时 30 分，总指挥宣布应急
演练开始，并向省府城戒毒所四大队生产
车间发布疏散警报。值班民警第一时间
组织戒毒人员进行紧急疏散并有序的开
展救援。大队长迅速到岗立即向所领导
报告，所领导在赶往现场的同时，起动场
所消防应急预案和联防联动方案。经过
民警和消防员的共同努力，在 10 分钟内将

“大火”扑灭。

琼海交警开展高速公路交通安
全整治和夜查行动

对7座以上车辆
逢车必检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王敬雄 黄政）6 月 5
日晚，琼海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在高速路口嘉积出口处，开展
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整治和夜查行动。

当晚，该大队在 G98 环岛高速公路嘉积出口处安全检查
服务站设立临时卡点，对 7 座以上车辆逢车必检，以长途客
货运车辆凌晨 2 时至 5 时违规运行、货车违规载客、客车超
员、货车超载、不按规定粘贴反光标识等严重违法行为为重
点整治对象。同时，该大队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和酒后驾驶行
为的特点规律，在嘉积城区爱华路国喜宾馆路段设置管控
点，对过往车辆坚持全面整治和精准打击相结合，严厉查处
酒驾、毒驾、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对酒后驾驶者进
行严管重罚，并有针对性的对违法驾驶人及同车人员进行宣
传教育。

据统计，此次行动该大队共出动警力 21 人次、警车 7 辆
次，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21 起，其中饮酒驾驶 2 起，无证驾驶 1
起，未带驾驶证 6 起，未带行驶证 3 起，未按规定检验 2 起。

五指山交警开展摩托车和电动
车专项整治行动

整治乱停乱放32起
拆除遮阳伞7起

本报讯（记者杨春梅 通讯员王世勋）入夏以来，随着暑
热来临，摩托车、电动车乱停乱放，且部分摩托车、电动车加
装遮阳伞、遮雨棚，严重影响驾驶人的视距和改变了摩托车、
电动车的宽度及高度，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6 月 11 日，五
指山交警在海榆中线及越丰路段集中开展整治摩托车、电动
车乱停乱放的交通违法行为，严查涉牌涉证、非法安装遮阳
伞遮雨棚、不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

期间，五指山交警共出动警力 20 人，拆除遮阳伞遮雨棚
7 起，整治乱停乱放摩托车 32 起，未戴安全头盔 24 起。

琼中交警开展“逢十”专项整治行动

查处交通违法行为18起
本报讯（记者李传敏 通讯员孔德南）6 月 10 日，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组织湾岭中队、高速公路中队
联合派出所路管员，在琼中互通出口执勤点和湾岭镇墟开展

“逢十”交通安全整治，共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18 起。
据了解，琼中交警紧盯重点违法、重点群体、重点路段，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严厉打击超速行驶、逆向行驶、无证驾
驶、货车超载、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不按规定让行、客运及公
交客运车辆超员、货车违法载人、拖拉机违法载人、无牌无
证、酒驾醉驾、面包车超员等 12 类重点违法行为。

此次活动共出动警力 35 人次、警车 7 辆，共检查车辆 280
余辆，查扣车辆 6 辆（报废拖拉机1辆），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18 起，其中货车超载 1 起、载货超长 1 起，有效净化了辖区道
路交通环境。

乐东交警开展国省道交通秩序整治

查处酒驾1起

无证驾驶8起
本报讯（记者陈太东 通讯员黎惠蓉）6 月 10 日，乐东黎

族自治县交警依托“路长制”开展国省道交通秩序整治统一
行动，在国道 225 线、省道 313 线出城、上高速等要道口设置
检查执勤点，加强对重点车辆的安全检查和巡逻管控，重点
查处“三超一疲劳”、违法超车、违法会车、违法载人等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

当天共出动警力 53 人次，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34 起，
其中饮酒驾驶 1 起、无证驾驶 8 起、未悬挂号牌 7 起、逾期未
年审 3 起。

儋州法院坚持“法律七进”

19名兼职法制副校长进校普法

兼职法制副校长给小学生送书兼职法制副校长给小学生送书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马宏新 许光伟
通讯员谢佳佳）儋州市法院近日组织 19 名兼
职法制副校长开展送法赠书进校园活动，为
全市 32 所中小学开展普法讲座，并分发《法
律进学校普法宣传册》《第一本法律故事书》
等校园普法书籍。

据了解，在送法赠书活动期间，19 名兼
职法制副校长先后走进儋州市新英镇第一小
学、和庆镇美万小学、东成镇大塌小学、木排
镇子弟小学、儋州市思源实验学校等多所学
校，给学校老师和同学们发放青少年普法书
籍，向他们讲解法律法规。

此外，儋州法院还组织法官再次走进校
园，对普法教育效果进行回访，与学校共同
商讨法制教育的新方式，对学生进行法律知
识专题宣讲，让学生们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
自身合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罗凤灵）6 月
10 日，省二中院组织开展法院开放日活动，
来自儋州市第一中学的 120 余名师生代表走
进省二中院，通过实地参观、旁听庭审，零距
离感受司法威严。

活动中，同学们在法官的带领下，先后
参 观 了 诉 讼 服 务 中 心 、文 化 展 厅 、法 院 大
厅。通过法官生动的讲解，同学们对案件审

判流程、法院工作、法院文化等有了更加直
观的了解。法官通过问答的形式与同学们
互动交流，加深了同学们对刑事、民事、行
政、执行等各类案件的理解。同学们还聆听
了原创歌曲《我们是西部法院人》。

随后，同学们走进大法庭，旁听了正在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的 符 聪 等 28 人 涉 黑 案 的 庭
审。通过旁听，同学们进一步增强了法治意

识，纷纷表示自己要做一个学法、懂法、守法
的好公民。

儋州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张文玉表示，闭
门“说教”不如现场“说法”，通过旁听庭审，
让同学们零距离了解审判过程、国家对涉黑
涉恶犯罪的严厉打击，有利于增强学生远离
黑恶、预防犯罪、遵纪守法的意识，起到了良
好的警示和教育作用。

省二中院开展法院开放日活动

中学生旁听庭审感受司法威严

琼中检察院积极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

推进红岭水库综合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