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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贸港法治建设同行

——海南省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代表事迹系列报道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肖倩 通讯员
胥瑞 李昂）6月22日，在第35个国际禁

毒日来临之际，我省“禁毒宣传进万家”

活动暨毒品销毁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

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省禁毒委主任

徐启方出席并讲话，副省长、省禁毒委副

主任、省公安厅厅长闫希军，省禁毒委副

主任、省检察院检察长张毅出席。

主会场活动以视频连线的方式直击

毒品销毁现场，随着毒品销毁命令的下

达，1.29吨各类毒品被依法销毁，彰显海

南各级党委政府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

的决心。

活动现场，省领导共同按下启动球，

2022年全省“禁毒宣传进万家”活动正

式开启。

与此同时，全省各市县200多个乡

镇（街道）3000多个村居与主会场遥相

呼应、上下联动，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禁毒宣传活动，共同组建内容丰富、覆盖

广泛的禁毒宣传矩阵，在全省再掀起禁

毒宣传进家庭热潮，营造浓厚的禁毒宣

传氛围。

据悉，省禁毒委将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全力铺开今年的“禁毒宣传进万家”

系列专项活动，通过形式创新、内容丰富

的全民禁毒宣传活动，全面普及毒品预

防教育，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合力参

与禁毒人民战争，积极营造浓厚的禁毒

社会氛围，不断完善毒品治理体系、提升

毒品治理能力，奋力创建“无毒品危害的

自由贸易港”。

我省举办“禁毒宣传进万家”活动暨毒品销毁启动仪式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禁毒人民战争
徐启方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肖倩 通讯员
黄金 李昂）6 月 22 日，省公安厅在澄

迈县集中公开销毁毒品，对我省收缴

的 1.29 吨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公开销

毁。省人民检察院全程监督销毁过

程。

省禁毒办成立专门毒品销毁指挥

部，在特警人员荷枪实弹警戒下，经过

严格的出库手续，近一年来缴获的1.29

吨毒品被武装押往焚烧现场。随着总

指挥一声令下，身穿防护服的专业人

员操作大型机械，将毒品依次投入焚

烧炉高温焚烧，再对废气进行冷却、除

尘、脱硫等处理，实现毒品无害化销

毁。

据了解，自2016年底两轮全省禁毒

三年大会战开展以来，海南各级禁毒部

门深入推进“严打、严堵”工作，大力实施

“清源断流”“净边行动”战略，组织开展

“集群打零”“拔钉追逃”和“春季、夏季、

秋冬攻势”等专项行动，强化科技和大数

据支撑，推行合成化、信息化作战模式，

打深打透毒品违法犯罪；强化沿海港口、

岙口监控查缉，织密入岛毒品查缉圈，构

建环琼毒品查缉体系建设，有力遏制毒

品入岛渗透，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1131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5059名，缴

获各类毒品12.72吨。

我省集中公开销毁毒品1.29吨
两轮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逾万起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张英 通讯员
杨笑 张耀中）6月 22日下午，“向党和

人民报告”海南省全国公安系统英雄

模范立功集体先进事迹报告会举行。

由 12 名海南省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

范和立功集体代表组成的报告团向全

省公安机关广大民警作宣讲报告。报

告团成员用朴实的语言、真挚的感情、

生动的事例，充分展现了海南公安不

忘初心、忠诚履职、拼搏奉献、不负人

民的精神风貌。

报告会上，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

位、三沙市公安局永兴海岸派出所代

表贺胜，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海

口市公安局琼山分局便衣警察大队

代表冯晖等 12 名英模代表，从不同

领域、不同角度深情讲述了他们践行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

律严明”总要求的工作实践和切身体

会。

这些英模代表中，有的是乐守天

涯的南海卫士，有的是扫黑除恶的硬

核担当，有的是捍卫正义的禁毒先锋，

有的是真心为民的基层所长……他们

都真真切切做到了在学思践悟中擦亮

忠诚底色、在大战大考中锻造忠诚品

质、在拼搏奋进中淬炼忠诚警魂，用实

实在在的工作成绩，诠释了新时代人

民警察的责任与担当。

整场报告会感人肺腑、催人奋进，

引起现场观众强烈共鸣，会场不时响

起热烈掌声。“听完报告会后，我深切

感受到，公安队伍在生与死、血与火的

考验中英雄辈出。公安英模们将忠诚

与奉献融入血脉，把为民和公正写入

心间。作为青年民警，我要赓续英模

精神，秉公执法捍卫法律尊严，在自贸

港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书写时代精神、

展现精彩人生。”省公安厅法制总队民

警张怡然说道。

我省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先进事迹报告会举行

英模精神 催人奋进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肖瀚 通讯
员吴家军）6月17日，省委政法委机

关召开辅导培训会，邀请中央党校

副教授王文婷、海南大学法学院副

院长刘政和省委政法委二级巡视员

李勇，通过“一对一”导师制，分优秀

征文和其它征文两类，对委机关干

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海南重要讲话和省第八次党代会精

神、紧密结合个人岗位职责撰写的

27篇征文进行精准指导，以提升干

部政治理论水平和公文写作能力，

推动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走深走

实。

据介绍，自今年5月12日起，省委

政法委机关启动以“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海南重要讲话和省第八

次党代会精神，紧密结合个人岗位

职责，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

主题的征文“大比武”活动，通过邀

请教授专家，结合征文中干部在政

治理论学习理解、业务工作研究、文

字写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集中

评审、“一对一”辅导和专题讲座。

此外，该活动还将召开优秀征

文展示会，让优秀征文作者分享成

文过程、畅谈收获体会，并邀请委机

关领导进行集中点评，推动委机关

全体干部共同提高，形成比学赶超

的良好氛围。

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秘书长杨

剑华表示，此次征文“大比武”活动，

既是一次写作大比武，又是一次专

业大研究，还是一次理论大培训，是

今年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的一部

“重头戏”。我们的目的是通过开展

征文比武“六个一”活动，在导师多

种方式辅导、干部反复修改征文中，

循序渐进培训提高机关干部的政治

理论水平、业务研究能力和公文写

作技能，进一步在省委政法委机关

掀起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海南重要讲话和省第八次党代会

精神热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陈敏 通讯
员方茜）6月22日上午，省高院组织

开展法院百名新任职法治副校长集

中聘任仪式，在省高院主会场，30所

学校领导为新任职的 30名法治副

校长颁发聘书。同时，全省其他市

县法院的 70名新任职法治副校长

在当地举行集中聘任仪式。这是省

高院贯彻落实今年5月1日起施行

的《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

办法》，继续深入推进全省法院法治

副校长工作的重要举措之一。

据了解，目前全省法院系统被聘

为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近310名。

省高院副院长王萍要求，全省

各级法院继续扎实推进“谁执法谁

普法”的普法责任制，结合宪法、民

法典、禁毒、防范校园霸凌、宣讲未

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主题，加大法

治宣传力度，把审判法庭打造成未

成年人的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实现

全省法院法治副校长业务庭室全覆

盖，携手教育部门和各学校共同推

动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为我省

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我省法院百名
新任职法治副校长上岗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张星）6月
22 日上午，省新闻办举办海南省

2022年应急安全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新闻发布会，省检察院、省应急管理

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

者问。记者从发布会了解到，2020

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发现应急安

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线索190件，

立案办理187件。

据介绍，2020 年以来，全省检

察机关办理了一批防范化解重大应

急安全风险的公益诉讼案件，共发

现应急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190件，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187

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135件，有效

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用

心用情用力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

活，为助推海南自贸港建设和平安

海南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发布会发布了8起应急安全领

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涉及易燃易

爆物、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道路

交通、森林防火、自建房和群租楼消

防、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等多个

社会常见安全隐患问题，具有涉及

面多样广泛、突出预防性司法理念、

发挥一体化办案机制优势和促进协

同共赢的示范效应等特点。其中，

海南省检察机关督促整治LNG（液

化天然气）点供安全隐患行政公益

诉讼案被最高检“八号检察建议”作

为唯一公益诉讼案例采用。

2020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发现应急安全领
域公益诉讼案件线索190件

立案办理187件

省委政法委机关开展征文“大比武”活动

提升干部政治理论水平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麦文耀）6
月 22日，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学先

进、喜迎党的二十大”主题宣传活动

启动仪式在三亚举行。

会议指出，省司法厅开展“学先

进、喜迎党的二十大”主题宣传活

动，旨在通过表彰先进、树立榜样，

在全省司法行政系统营造学习先

进、争做先进、赶超先进的浓厚氛

围，进一步树立司法行政系统良好

形象，推动全省司法行政工作高质

量发展。

启动仪式上，三亚市司法局相

关负责人简要介绍该市 2021 年以

来的亮点工作。

启动仪式结束后，各家媒体随

即对三亚市司法局全面依法治市、

行政复议体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专项立法、公共法律服务、人民调解

和社区矫正等工作进行集中采访。

记者了解到，此次“学先进、喜

迎党的二十大”主题宣传活动以近

三年来获得厅级以上表彰奖励荣誉

称号的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代表为基础，经推荐申

报、资格审核，最终确定8个先进集

体和43个优秀个人为集中宣传对

象。活动将持续至10月，主要通过

电视、报纸、新媒体等媒介广泛开展

宣传。

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营造学习先进浓厚氛围

亲民
“黑脸交警”王庆斌“公

主抱”抱起女孩冲进医院

媒体座谈会上，因为肤色格外黝

黑，记者一下子就猜到“黑脸交警”王

庆斌是谁。二中队中队长潘红光说：

“8年前，阿斌刚来中队时可是妥妥的

小鲜肉。”

潘红光挽起王庆斌的袖子，一双

强壮有力的手臂展现在记者眼前。

在这双手臂背后，有一个“最美公

主抱”的故事。

2017年某日下午5时许，在川流不

息的国兴大道与大英山西四路交叉口

处，有一辆小轿车停滞不前。马上就到

下班高峰期，正在执勤的王庆斌注意到

这一异常情况，马上赶到车辆旁。

“姑娘，你怎么了？”王庆斌问询了

几遍没不应答，打开车门后发现女孩
蜷曲成一团趴在方向盘上，脸色苍白。

王庆斌立即将女孩转移到车后

排，自己开车往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赶。 (下转6版)

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集体、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美兰大队二中队亲民爱民为民

一双双手臂时刻传递温暖
■本报全媒体记者连蒙

6 月 21 日 ，记
者采访海口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美兰大
队 二 中 队 队 员 们
时，发现他们拥有
一个共同的优秀品
格 ：敢 担 当 、善 作
为，他们背后一个
个 亲 民 、爱 民 、为
民的故事，让人动
容，他们用实际行
动践行着人民警察
的使命担当。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美兰大队二中队队员在执勤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