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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贸港法治建设同行

7月 12日，儋州市那大镇鸟枪岭的

敬老院附近发生一起持刀抢劫案件，因

为担心害怕，受害人次日早晨才报警救

助。儋州警方接到报警后经过7个小时

连续追踪、抓捕，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

抓捕归案，追回手机1部，扣押作案刀具

3把、电动自行车1辆。

5人深夜预谋抢劫

7月12日晚，王某、洪某等人提前预

谋，寻找作案目标，伺机抢夺他人手机。

“你们拿好刀具，在这里等着，我找

借口打电话让他们过来后，就抢他们的

手机。”王某提议让洪某、黎某等4人到

指定地点等候，准备实施抢劫，他在幕后

操作。随后，王某打手机给杨某说：“我

在敬老院附近被人打了，你快找人过来

帮忙。”

杨某立即联系他的几个朋友，一同

赶到王某“被打”的地点，但接下来发生

的一幕，让他们傻了眼：洪某、黎某等人

手持钩刀将他们围堵，强迫他们交出手

机。杨某等人只好交出自己的手机。洪

某、黎某等人在手机到手后逃离现场。

“当时夜已深，附近没有人，他们拿

着刀恐吓我们，逼着我们交出手机……”

杨某对当晚被抢劫的情景仍心有余悸。

他说，因为担心害怕，手机被抢后不敢报

警，直到次日早晨才报警求助。

7月13日5时30分，儋州市公安局

前进派出所接到报警后，立即组织警力

赶到现场调查，并将相关线索上报儋州

市公安局合成作战中心。儋州市公安局

高度重视，要求各部门密切合作，尽快将

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警方确定嫌疑人身份

“民警在案发现场仔细勘查，未发现

有价值的线索。”前进派出所副所长朱向

明告诉记者，因为案发现场光线较暗，被

抢人没能看清嫌疑人的面目特征，给案

件调查取证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前进派出所抽调精干力量，多方开

展侦查取证。经过连续调查和走访，民

警确定了作案嫌疑人作案的相关信息并

上报给合成作战中心。合成作战中心快

速介入，很快锁定了有盗窃前科的王某

有重大嫌疑。

7月15日上午，民警在那大镇大洲

桥附近发现犯罪嫌疑人王某，并将其抓

获。经审讯，嫌疑人王某很快如实供述

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顺藤摸瓜5人全部落网

据王某的供述，民警很快锁定其他

4名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7月 13日 12时 30分许，民警在儋

州那大美食街一宾馆某房间内，成功将

嫌疑人洪某、黎某2人抓获。随后，在龙

门路一家宾馆，其余2名嫌疑人也相继

落网。

经审讯，洪某、黎某、梁某、张某等4

名嫌疑人对其持刀抢劫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深夜持刀抢手机
儋州警方7小时破案，5人落网

■本报全媒体记者许光伟 马宏新 林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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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郭彦 杨晓晖）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7

月15日，琼海市委政法委机关举办党史

学习教育专题讲座。

此次讲座以“重温琼海光辉党史”

为题，围绕琼海革命历史展开，详细讲

述了琼海革命历史的时代背景、琼海在

琼崖革命的历史地位和贡献、革命先进

事迹等方面，通过真实感人的故事，回

顾了琼海的光辉历史，教育引导广大政

法干部牢固树立正确党史观，永远信

党爱党为党，切实增强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

琼海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王继

军表示，机关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从党史

学习教育中汲取智慧、从“学史”中激发

“用史”干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推动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走深走实，加快推进平安琼海、法

治琼海建设。

参加讲座的市委政法委机关干部

纷纷表示，讲座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号

召力和鼓舞力，听后受益匪浅，将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深刻认识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

意义，力争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

得。从党史中感悟思想伟力、汲取智慧

力量，坚守初心使命，用实际工作成效

来体现党史学习教育、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成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李传敏 通讯
员李莹颖）7月 13日上午，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法院组织全体干警召开学习

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会议由该院党组书记、院

长王之主持。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全院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

院干警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入领会伟大建

党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深刻领

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根本要求，深刻

领会新的赶考之路任重道远；增强学习

贯彻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在学用结合上做文章，不断把学习成效

转化为推动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

动力。

会议要求，全院干警要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丰富拓展党史学习教育内涵，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和队伍教育整顿走深走实，将

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扎实推进“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琼中县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司

法服务和保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杨春梅）7月
16日晚，五指山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

记周冯彬带队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

呼、直奔基层的方式深入派出所暗访

检查工作。

检查组来到通什镇河北派出所、

番阳镇番阳派出所等，检查值班执勤

民警、辅警值班备勤和纪律作风情

况，了解接处警情况，查看基层所硬

件设施、内务管理、环境卫生，并根

据实际情况就如何更好防范治安、

服务群众等工作与民警现场交流。

检查组还前往基层所辖区的酒店、

娱乐场所，重点检查酒店内疏散通道

和安全出口畅通情况、消防安全设

施是否存在隐患、是否按照“实名、实

人、实数、实时”要求执行入住人员

登记制度等情况。

检查组表示，要持续抓好教育整

顿成果转化深化，切实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加强社会治安防控；要

坚持需求导向，多为群众着想，坚守

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巡

逻方式，值好班、站好岗，坚持守土有

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进一步提升

公安队伍良好形象，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满意度。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舒耀剑 通讯
员朱望佳）近日，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

局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游泳池专项执法

检查工作，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对游泳

场所的安全管理，切实保障广大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专项行动重点检查游泳场所证照

办理、安全生产制度、救生设施配备、

救助人员配备、水质安全等内容，并逐

一检查游泳场所的救生员人数和在岗

情况、证照上墙、水质净化剂使用和安

全存放等情况。

经检查发现，定安县城南中学

游泳池、定城镇牧屿云天小区游泳

池存在尚未取得《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经营许可证》便开放使用现象。在

检查牧屿云天小区游泳池的过程中，

发现该泳池救生员未在岗。针对检

查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当场开具

《责令改正通知书》，并指导相关负

责人进行整改。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杨晓晖
孙新武 通讯员王雷）“昨天盗窃电

动车的嫌疑人被抓了。”“今天抓获

系 列 盗 窃 嫌 疑 人 ，破 了 一 批 案

件。”……自7月1日至15日，万宁

市公安局共破获刑事案件52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42名。

“激发破案活力，强化破案动

力，得益于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万

宁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中，万宁市公安局

狠抓学习教育筑牢忠诚、狠抓纪律

整肃转变作风、狠抓顽瘴痼疾治理

提振精神、狠抓典型引路激发担当、

狠抓岗位练兵提升能力。自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万宁公安队

伍厚积薄发，作风转变了、担当作为

强了、工作业绩提升了。

6月30日，侦查分局（筹备组）

联合刑侦抓获盗窃嫌疑人郭某驹，

侦破流窜入室盗窃案 7起。7月 7

日，联合便衣、巡警防暴警、派出所

等多警种同步上案，各一线实战部

门300多名警力布下天罗地网，不

到 1 小时抓获现行抢劫嫌疑人张

某武。强化积案攻坚，“团灭”了三

年前傅某冈等10人寻衅滋事犯罪

团伙。7月上半月破获盗窃、寻衅

滋事、电信诈骗等案件17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14名，其中联合网警部

门抓获在逃人员4名。

与此同时，便衣大队、巡警防暴

警大队等部门做强做精便衣打击，7

月上半月破获盗窃案12起，抓获嫌

疑人9名；巡警防暴警大队一手强

化巡逻、一手强化打击，组织便衣组

紧盯可疑人员车辆，见疑就查、绝不

放过，7月上半月破获盗窃案12起，

抓获嫌疑人 7 名。此外，万城、城

北、北大（东兴）、东澳海岸等派出所

主动作为、发案必查，侦破盗窃、诈

骗等案件10余起。

6月29日，身着藏南地区传统

藏装，60岁的玉麦乡原乡长卓嘎站

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接过“七一

勋章”。那一刻，她的心情无比激动。

作为“爱国守边精神”的传承

者，卓嘎几十年如一日，扎根祖国边

陲，以抵边放牧、抵边巡逻的方式，

守护祖国边疆，用实际行动践行了

“再苦再累也要守好祖国每一寸土

地”的誓言，谱写了爱国守边的动人

故事与时代赞歌。

神圣国土的守护者

玉麦乡隶属西藏山南市隆子

县，位于中印边境。

1995 年之前的十几年里，卓

嘎、她的妹妹央宗及父亲桑杰曲巴，

是这片土地上仅有的居民。

一栋房子，既是乡政府，也是他

们的家。数十年间，这个位于喜马

拉雅山脉南麓的偏远乡村，每年大

雪封山半年之久，是真正的“孤岛”。

“每运一次粮食，只能靠人背马

驮，徒步穿越羊肠山道和沼泽遍地

的森林，再翻越海拔近5000米的日

拉山，才能抵达40多公里外最近的

一条公路。”卓嘎回忆。

1962 年后，一批批的人来了，

又迁走了。

玉麦很大，境域面积达3644平

方公里。为了守边，桑杰曲巴自

1960年玉麦乡成立起便担任乡长，

一干就是29年。1988年，卓嘎从父

亲手中接过接力棒，在乡长任上一干

23年。到1999年，玉麦已发展至5

户22人，人均年收入超过西藏农牧

民平均水平，达2143元。同年，总投

入近4000万元的曲玉公路开工建

设。自那年起，玉麦开始在一些重要

的日子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那是

乡民寄托爱国情怀的朴素方式。

幸福家园的建设者

“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习近

平总书记到边远山区看望慰问群

众，就萌生了告诉总书记我们生活

很好的念头。没想到总书记真的给

我们回信了。”卓嘎难掩激动。

2017年 10月 28日，习近平总

书记给卓嘎、央宗姐妹回信，肯定她

们父女两代接力为国守边的行为，

感谢长期为守边固边忠诚奉献的同

志，勉励广大农牧民扎根边陲，守护

好国土，建设好家乡。

与全国其他边境地区一样，玉

麦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开始一一

变为现实。国家投资超过5亿元，

总里程50公里四季保通的曲玉柏

油路开工建设；国家电网进驻，玉麦

乡家家户户实现WiFi覆盖；总投资

1.2亿元，建设的67栋“幸福美丽边

境小康示范乡”装配式结构藏式民

房等同步兴建。到2020年，曾经的

“三人乡”已发展成了67户234人、

两个行政村的边陲小康乡。

如今，走在干净整洁的玉麦乡

间柏油小道上，看着炊烟袅袅的

家庭旅馆、建设中的乡史馆、游客

接待中心，新玉麦正在发生着新

的变化。

家是玉麦 国是中国

曾经，没有学校的现实一度成

为卓嘎的烦恼——因为她知道，孩

子是玉麦最大的希望。

“2019 年，玉麦乡家门口的附

设幼儿园正式开学，三个班共有18

个孩子。2020年，玉麦小学开学，

目前一年级有8名学生、二年级有

2 名学生。”卓嘎说，“接受现代教

育，是为了更好地传承爱国守边的

精神。” （下转4版）

琼海政法委举办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讲座

用实际工作成效体现成果

琼中法院召开干警学习会

领会新的赶考之路任重道远

关注关注 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五指山政法委暗访检查派出所工作

坚持需求导向 多为群众着想
东方新一轮道路交通

安全专项整治攻坚战要求

责任到人
措施到位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董林）7月 15
日，东方市副市长欧阳牧牧主持召开

2021年全市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新

一轮三年攻坚战会议，贯彻落实东方市

委市政府关于高质量考核指标工作相

关要求，推进“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

各项工作。

会议就下一步工作按各部门工作实

际进行部署、分解任务，强调要切实做到

责任到人、措施到位，并取得实际成效。

会议要求，各单位、乡镇职能部门要

聚焦目标任务，强化组织，以更高标准、

更实在举措打赢“三年攻坚战”；要认真

对照评估细则，准确把握考核标准，认真

研究梳理并细化工作方案，及时跟进各

项指标工作推进，确保各项指标任务按

时按质按量顺利完成；牵头单位要组建

工作专班加大督查力度，深化隐患排查

整治，强化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加大

中小学生生命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力度，

全面压实安全责任，着力强化协同联动

共治，形成齐抓共管合力。

定安综合行政执法局专项检查游泳池

加强游泳场所安全管理

“高原最美格桑花”卓嘎

戍边的卫士 国家的坐标

万宁警方激发破案活力

半个月侦破52起刑案

警方抓获的犯罪嫌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