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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落实看落实 见行动见行动

“我身份证过期了，直接到派出所填
资料、拍照，20 个工作日左右就拿到手，非
常方便。”6 月 24 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公安局湾岭派出所辖区居民李克俭点赞
派出所户籍大厅办理业务的一站式便捷
服务。

除了身份证办理提速，原来户口迁移
手续需要 5 个工作日、居住证办理至少需
要 3 个工作日，现在当天都能办理好；以前
派出所户籍室的“蹲式窗口”，变成了现在
的面对面敞开式服务，民警走村入户“上
门”服务……6 月 24 日，记者走进湾岭派出
所，亲身感受湾岭派出所敞开式、智能化、
上门办等特色“放管服”服务。

智能化办公让“放”更便民

6 月 24 日下午 3 时许，记者走进湾岭派
出所户籍服务大厅，敞开式的大厅设有醒
目的警务公开栏，公开办事窗口清晰设置
及职责、民警姓名和电话、民警联系卡，公
开办事指南，公开收费标准。公开栏里写
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看就知道怎么办
事。大厅里设有座椅、饮水机和一次性塑
料杯，办事的辖区居民可以免费喝水。

“您好，散装汽油购买证明已经开好
了。”民警黄东把开好的证明交到李克俭的
手里。拿着不到 5 分钟就开好的证明，李
克俭对值班民警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态度，
连连点赞。他告诉记者，一年多来，他见证
了派出所“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
办”等多项公安服务便民化举措。

“现在很多业务都能在派出所办理，值
班民警比以前多还配置了警务便民服务
站，群众可以自助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
等。”湾岭派出所副所长张明指着旁边的警
务便民服务站告诉记者，警务便民服务站
通过采用开放性警务平台，把群众需要到
户政、治安、出入境、交管等业务窗口办理
的户籍、身份证、居住证等公安办理服务进
行整合，群众就近亮亮身份证、刷刷脸即可
办理相关业务，满足群众“就近办，马上办”
的需要。

据后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 138
人在警务便民服务站成功办理各类证明类
业务。

抓培训绑责任让“管”更实效

“群众怎么方便就怎么改，服务怎么快

捷就怎么来。”张明告诉记者，近一年来，湾
岭派出所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
难、办事慢等问题，实现户籍业务“放到底、
就近办”，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办事。

据介绍，结合琼中县公安局相继出台
的便民措施，湾岭派出所明确管什么、如何
管、怎么管。不定期开展内部培训、理论培
训，在政策范围内放宽灵活处理，强化事中
事后监管，提升管理效能。同时建立户籍
窗口巡防监督制，通过辖区居民意见反馈，
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一旦发生违纪情况，
严格落实问责制度。

记者了解到，目前湾岭派出所户政服
务大厅设有 5 个工作岗位，分别由 1 名专职
的户籍民警和 4 名辅警民警组成。“通过加
强对窗口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和业务培
训，从思想上教育引导每一位窗口民警、辅
警深刻认识到‘放管服’工作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黄东介绍，从业务上要求每一位窗
口民警、辅警做到业务知识精通、法律法规
熟悉、各项业务熟心应手。要对群众意见
需求及时响应，做到当场答复和转办，能解
决的立刻解决，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
回音”，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

同时，湾岭派出所加强和改进满意度
考评工作，强化结果运用，使窗口单位和民
警服务水平持续改进和提高，不断提升服
务群众、服务社会的能力水平。

便民流动户籍室让“服”更贴心

24 日下午 5 时许，记者跟随湾岭派出
所民警到白鹭湖度假区开展便民流动户
籍室上门服务工作。“针对白鹭湖度假区
候鸟老人众多，他们出行不便等问题，派
出所推出‘流动户籍室’建设，把户籍业务

办理‘搬’到群众家门口。”黄东介绍。此
外，便民流动户籍室推出更多便民、惠民、
利民服务措施，为辖区偏远乡村、出行不
便的孤寡老人、残障人等生活特殊困难群
众继续开展流动户籍室上门服务工作，为
群众提供现场咨询、现场受理服务。对手
续齐全的，实行一站式服务，最大限度减
少群众的往返次数，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实
惠和便利，真正让户籍室由静态变成动
态，切实方便群众；将服务送进千家万户，
努力实现“民生主导警务，提高群众满意
率”。

“一年比一年好，便民服务越来越贴
心。”今年 67 岁的杨林来自哈尔滨，是白鹭
湖度假区的居民。从 2015 年至今，杨大爷
也亲眼见证了辖区派出所在证件办理上的
逐步简化。“以前办理居住证要到县政务大
厅，还要等十天半个月。现在方便多了，只
要拿身份证到派出所，当天就可以办理，办

好的证件民警同志还统一送上门来。”拿着

新发下来的居住证，杨大爷乐呵呵地对记

者说。

5 月初，加章村委会黄竹埇村 90 岁的

郑桂玲老人在黄东的帮助下，终于拿到了

新的身份证。原来老人因长期坐轮椅极少

外出，身份证过期导致户口被注销了。黄

东了解情况后，主动上门为老人跑腿申办

身份证、补录户口等事宜。

据介绍，今年以来，湾岭派出所认真落

实各项便民利民措施，推行错时服务、预约

服务、延时服务、上门服务、网络服务等服

务举措，最大限度地提高办事效率，方便办

事群众，先后为弱势群众上门服务 16 次，
主动为 5 名多年“黑户”补录了户口，真情
服务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

琼中湾岭派出所“放管服”便民措施落地生根

“家门口”服务方便群众办事
□本报记者张星 李传敏

民警将办好的居住证送到居民手里民警将办好的居住证送到居民手里 记者高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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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李 业 滨 通 讯 员 王 立 超
白瑛奇 顾玫）6 月 26 日，三亚市公安局海棠
分局成功抓获一名潜逃 25 年的命案逃犯。

据介绍，1995 年 11 月，三亚海棠区南田
农场某队橡胶林路段发生一起暴力伤害致
人死亡案件，警方经缜密侦查发现苏某明具
有重大嫌疑。苏某明在作案后一直畏罪潜

逃。在此期间，警方始终没有放弃对犯罪嫌
疑人的追捕，并将其列为重点追逃对象。

今年 6 月初，海棠公安分局召集专案组
民警再次调整追逃方法，重新梳理案卷信
息，深入了解嫌疑人在案发前的生活工作经
历，分析该男子的体貌特征，在相关警种的
协助下，经过大量工作，发现嫌疑人与一名

叫陈某林的男子体貌特征极为相似，侦查人
员迅速走访摸排，调取相关资料查看。

经初步侦查，陈某林已经死亡，但其活
动轨迹依然存在，侦查人员判断苏某明极有
可能冒用陈某林的身份信息活动。根据这
一情况，专案组立即加大力度追踪“陈某林”
的活动轨迹，发现该男子近期频繁往返于荔

枝沟与海棠区某酒店一带。
为尽快将嫌疑人缉拿归案，6 月 24 日，专

案组制定更加周密地抓捕方案，侦查人员在
某酒店附近连续摸排蹲守，最终于 26 日在某
酒店工地将潜逃25年的嫌疑人苏某明成功抓
获。目前，根据相关规定，苏某明被依法刑
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 杨希强）6 月 29 日
上午，海口市龙华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六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海口召开。记
者从龙华区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了解到，
龙华区去年扎实开展六大专项整治，取缔

“蚂蚁搬家式”非法采砂点 6 处，生态复绿 2.9
万平方米。

据了解，2019年，海口龙华区加大“两违”
整治力度，拆违650宗12.7万平方米，控违193
宗3.2万平方米，完成年度图斑销号任务。开

展大气污染防治，PM2.5 年度平均值下降
5.6%。纳入国家考核的 7 条水体水质明显提
升，纳入全省考核的6个城镇内河湖污染水体
全部达标。加强南渡江保护，取缔“蚂蚁搬家
式”非法采砂点 6 处，生态复绿 2.9 万平方米。
大力推进农药、化肥减施，推广面积9100亩，化
肥农药减量3.5%。落实垃圾分类和减量工作，
在 29 个小区试点生活垃圾分类，在 32 个转运
站设置可回收垃圾收集点，投放 20 个垃圾分
类智能回收站，全年垃圾减量7500吨。

龙华区还深化以三级联动为核心的治
理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城市管理、社会
治理水平。成立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轮流
派驻区法院人民调解室，全年调处矛盾纠纷
1567 件、成功率 98.4%。全年受理群众来信
来访上访 358 件、下降 2.9%。同时，深化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打掉黑恶团伙 13 个、抓获团
伙成员 169 人。破获命案 5 宗，连续 5 年“命
案全破”。禁毒工作绩效考评实现全省三连
冠，吸毒人员占比全市最低。

海口龙华区去年开展六大专项整治

取缔6处“蚂蚁搬家式”非法采砂点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周业傅 李
博)6 月 28 日，白马井车站派出所配合浙江警
方成功规劝一名儋州籍女子投案自首。

据了解，当天，白马井车站派出所在配
合浙江警方调查一起诈骗案期间，掌握到儋
州市白马井镇涉嫌诈骗女子张某（化名）的
信息。张某于 2018 年 10 月在明知朋友有诈
骗行为的情况下，仍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提

供给朋友使用。2019 年，张某被浙江警方抓
获，因为案值较小、案件性质轻微，被浙江警
方取保候审处理。

今年 6 月，张某涉及的诈骗案已到检察
院公诉阶段，浙江警方多次电话通知张某
到浙江配合调查，也多次告知张某取保候
审期间如果不配合调查的后果和严重性，
但张某一直以路途太远为由拒绝，之后浙

江省检察院对张某做出逮捕决定并下发了
逮捕证，要求浙江警方尽快将张某抓捕到
案。白马井站派出所得知该信息后主动作
为，配合浙江警方到张某家中对其进行规
劝，当天下午，张某在家人的陪同下到公安
机关投案自首。

目前，张某已移交浙江警方处理，案件
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叔侄俩
到医院盗窃
被三亚警方抓获刑拘

本 报 讯（记 者 李 业 滨 通 讯 员 白 瑛
奇 吴小哲 周子晨）6 月 24 日，三亚市公
安局天涯分局立才派出所破获 1 起盗窃
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2 名，追回手机 3 部、
笔记本电脑 1 台、键盘 1 板、电动车 1 辆。

6 月 20 日上午 8 时许，立才派出所接
到放在某医院板房区域的手机、电脑、香
烟、电动车等物品被盗的警情后，民警迅
速对现场进行勘查，反复查看相关资料，
沿线追踪走访摸排，逐渐锁定其中一男子
名叫董某强。24 日上午，董某强出现在某
村，民警们果断出击将其抓获，并于 13 时
许将另一嫌疑人董某缉拿归案。

经查，董某强与董某系叔侄关系，两
人于 6 月 20 日凌晨 4 时许在玉龙路饮酒，
然后骑车来到某医院的板房附近，董某负
责望风，董某强实施盗窃，陆续将板房内
外总价值 2 万元的 3 部手机、1 台笔记本电
脑、1 板键盘、6 包香烟、1 辆电动车盗走。

目前，犯罪嫌疑人董某强、董某已被
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办理中。

2人发生口角
持刀棍约架
被万宁便衣民警及时发

现逮住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
王雷）6 月 28 日凌晨，两年轻人在万宁市
万城镇一酒吧发生口角后，相约到外面打
架，幸好万宁便衣民警及时发现，避免一
起冲突流血案件的发生。

据了解，6 月 28 日凌晨 3 时许，万宁市
公安局便衣大队民警巡逻至万城镇安置
区二区路段时，发现一群青年男子聚集在
一起，其中有的人手里还拿着刀。便衣民
警停车准备上前对他们进行盘查。他们
见势不妙，立即驾车逃跑。便衣民警立即
上前抓捕，经过追捕，最后将 2 名手里拿
着刀具的男子抓获，当场缴获刀具 2 把、
伸缩棍 1 条，扣押电动车 4 辆。

经查，嫌疑人李某忠、崔某贵对在某
酒吧与人发生口角后纠集他人持刀具等
准备打架的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嫌疑人李某忠、崔某贵已移交
万宁市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助阵朋友讨说法
上门扔“山猪炮”

临高一网上在逃男子被
铁警抓获

出售珍稀野生动物
一网上在逃人员被文昌铁警抓获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陈博)6 月 28 日下午，文昌车
站派出所民警发现在逃人员陈某在沿线村庄出现，当天晚上
成功将陈某抓获。陈某涉嫌非法出售珍稀野生动物被江苏
省无锡市公安局立案通缉。

据陈某交代，自己爱喝酒，但微薄的工资又不能满足酒
瘾，于是便想着去山里面抓些小动物来卖换些酒钱，原先就
抓些山鸡野鸟去菜市场卖，后来偶然抓到一只乌龟，样子和
饲养的龟有些不同，于是就拍照发到朋友圈，竟有个老板愿
意出高价买这只龟，陈某跟他商量好价钱之后，他给陈某转
账，陈某用快递的方式给他邮寄了过去。后来得知自己当时
卖的是稀有动物之后，便觉得这东西来钱快，足够自己喝酒，
于是白天就进山抓动物卖，晚上就去喝酒。

据公安部在逃人员信息显示，陈某所出售的乌龟为国家
保护动物苏卡达龟。经民警调查后，陈某出售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累计涉案价值达 30 万元。

贩卖新型毒品
海口一男子被陵水铁警抓获

本报讯（记者连蒙 通讯员邓明通)6 月 27 日 15 时许，陵
水车站派出所民警在开展站车查缉工作时，抓获涉嫌贩卖毒
品案在逃人员吴某（男，19 岁，海口市人）。

据了解，吴某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偶然接触到一种疑似
电子烟状的新型毒品，随后在朋友的不断怂恿下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尝试吸食。

“这种电子烟在青年人群中市场很大的，卖电子烟赚钱
比上班赚钱还快，又不用上班那么辛苦。”经不住金钱诱惑的
吴某，在听后朋友的一番话之后开始贩卖电子烟生意。直到
今年 6 月初，吴某的下家在海口市美兰区某酒店内与购买者
交易时，被警方发现并当场查获。警方调查发现吴某有重大
作案嫌疑，于是将吴某列为网上在逃人员。法网恢恢、疏而
不漏，吴某不久后被陵水铁警抓捕归案。

目前，吴某已被移交立案单位进行进一步办理。

万宁反诈小组抓获两名电信诈
骗嫌疑人

搜获17台拨号设备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 通讯员王雷）6 月 22 日，万

宁市公安局反诈小组经过缜密侦查，破获一起利用人工智能
虚拟拨号设备实施诈骗的团伙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2
名，搜获用于诈骗的 GOIP 设备 17 部及其他涉案设备、财物
一批。

据了解，省公安厅下发线索称，有人涉嫌使用 GOIP 设备
实施网络电信诈骗。万宁反诈小组收到线索后，立即开展侦
查，很快查清了犯罪嫌疑人的活动情况。6 月 22 日，反诈小
组在巡警防暴警大队兴隆中队的配合下，在澄迈县金江镇某
餐馆和万宁市万城镇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扣押 GOIP 设备
17 部、手机 5 部、电话卡 20 张、银行卡 9 张、小轿车 2 部等。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李某武（男，25 岁，澄迈县人）、云某
山（男，24 岁，澄迈县人）利用 GOIP 设备为诈骗团伙提供电
话和短信转接服务，从中获取不法利益。目前，李某武、云某
山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据介绍，GOIP 设备是一种虚拟拨号设备，全程无须人工
打电话发语音，全部由电脑后台程序代替操作。嫌疑人利用
车载为 GOIP 设备供电，利用手机端 APP 软件控制设备运行，
通过网络将拨号信息传输到 GOIP 设备，再由 GOIP 设备通过
基站向受害人拨打电话实施诈骗。

路遇醉汉按喇叭
争执中持刀捅伤对方

海口一男子获刑11个月

本报讯（记者杨希强 通讯员毛雨佳 蔡莉）海口男子吴
某路遇醉汉刘某酒后狂按车喇叭，双方起了口角争执，吴某
持刀将刘某捅伤。近日，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吴某有期徒刑 11 个月，赔偿刘某
29832.11 元。

2019 年 6 月 26 日凌晨，吴某和朋友在海口市龙华区金龙
路栖厢酒吧喝酒后走出酒吧。刘某在金龙路繁花酒吧喝酒
后，因醉酒在酒吧门口停车场处随意拦截并坐上他人的一辆
小轿车猛按喇叭，吴某的朋友因此与刘某发生口角，随后双
方发生肢体冲突，吴某先是拦架后也与刘某发生肢体冲突。
冲突过程中，吴某使用随身携带的弹簧刀将刘某的后背捅
伤。经鉴定，刘某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2019 年 10 月 25 日，
吴某主动到海口市公安局金贸派出所投案。

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被告人吴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
有期徒刑 11 个月；被告人吴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
某经济损失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 29832.11 元。

销售过期香水洗发水
儋州一饰品店被罚款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儋州市那大镇韩范饰品店销售超
过保质期的化妆品（香水、洗发水），6 月 23 日被儋州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处罚。

据了解，5 月 28 日，儋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到
位于儋州市那大镇那恁市场的儋州那大韩某饰品店进行检
查，发现该店货架上陈列有标识为“宝 X 诗 首乌精华洗发
露”2 瓶；“宝 X 诗茶籽精华洗发露”1 瓶；“名 X 情人节香水”
（粉）及“名 X 情人节香水”（金）各 3 盒。上述化妆品均已超
过保质期，执法人员当场对上述化妆品进行扣押。

据介绍，6 月 23 日，儋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相关规
定，对该店处以货值金额二倍的罚款 468 元，没收超过保质期
的化妆品。

三亚警方重新梳理案卷信息制定周密抓捕方案

抓获一潜逃25年命案逃犯

取保候审期间拒不配合调查
儋州一涉嫌诈骗女子在铁警规劝下投案自首

方某被临高警方带回方某被临高警方带回

本 报 讯（记 者 王 小 亮 通 讯 员 吴 一
非）6 月 28 日,海口铁路公安处临高南站
派出所民警在临高抓获因涉嫌寻衅滋事
被临高警方通缉的犯罪嫌疑人方某。

据 了 解 ，2019 年 12 月 的 一 天 ，方 某
（男，临高县人）接到同村朋友的电话，称
其与他人发生矛盾，准备到对方家讨说法
邀方某一起去助阵，方某爽快答应。随
后，方某等人携带砍刀、棍棒等到对方家
中去讨要说法，在争吵中矛盾愈演愈烈，
方某拿出携带的“山猪炮”投掷到对方家
门前，导致对方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损
坏。目前，犯罪嫌疑人方某已移交给相关
办案单位，等待进一步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