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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 文昌边防支队在开展打
击吸贩毒专项行动中发现# 市民周某有
购买$贩卖冰毒的重大犯罪嫌疑(
办案民警在对周某进行跟踪调查
时发现#他与琼海的上线莫某和蔡某联
系紧密#交易频繁(掌握这一情况后#办
案民警进一步加大了侦查的力度和范
围#通过顺线摸排#牵出了蔡某在海口
的上线陈某和吴某#以及在万宁的上线
杨某( 这些团伙相互联系#虽然毒品进
货渠道不同# 但在销售渠道上互有交
叉#且交易数量较大#可谓牵一发而动

全身(
在掌握了该贩毒网络的基本框架
后#文昌边防支队迅速将案情上报海南
边防总队# 案件受到了总队的高度重
视#专门抽调了一批精干警力会同文昌
边防支队组成)$.!*特大贩毒案专案组
集中办案(
由于此案区域跨度大# 涉案人数
多#为更好地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并最大
限度地提高办案效率#专案组分别派出
了(个办案小组#在不同的地区同时开展
秘密侦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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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民警在对周某及其琼海的上家
莫某,蔡某进行跟踪侦查时发现#他们在
交易的过程中从不亲自到场#而是采用电
话遥控指挥#让各自的)马仔*代为进行交
易#并且每次交易都是采取)人货分离*的
方式#想以此确保自身的绝对安全(
同时# 侦查办案民警还掌握到#现
年"'多岁的蔡某之前毕业于警校#并曾
在某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当过协警#因犯
了错误被清理出队伍后#曾因涉毒被公
安机关打击处理过#其具有较强的反侦
察能力(特别是周某#在短短&个多月的
时间内#更换了"次住处#而且每到一处
他都会在家门口装上摄像头#防止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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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进行监视跟踪#这无疑给案件的取证
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面对狡猾的毒贩#办案民警在整个
调查取证的过程中保持了高度警惕#并
且经常变换跟踪方式# 以防止打草惊
蛇(有时为了拍摄一张毒贩进行交易的
照片#办案民警在气温高达!'摄氏度的
汽车里一呆就是两个小时(
经过近(个月的不懈努力# 办案民
警已基本收集掌握了该犯罪团伙的罪
证# 并于四月底获取到一条重要线索#
)$.!*特大贩毒案的关键人物陈某将于
近期前往深圳( 专案组研判分析#陈某
此行的目的一定是去进货/

H:;IJKLM

IJKLMNO

专案组决定#待陈某此次从深
圳返回后#立即对其实施抓捕( !月
$日# 陈某乘坐班机从深圳返回了
海口( 此时#前来接机的吴某早已
在机场等候多时#二人见面后便迅
速驾车驶离了机场( 随即#办案民
警也跟了上去(
离开机场后#陈某和吴某一同
在各自家中短暂停留后#便来到了
一家饭店( 专案组根据前期调查掌
握的情况分析#陈某很可能已将从
深圳进来的货放在了自己或吴某
的家中#此时#又要)故技重施*#用
电话通知下家来取货( 因此#专案
组在二人的住处布置好警力#静静
地守候着)取货人*的到来(
当晚)时# 一名行迹可疑的男
子出现在吴某住处# 该男子在楼前
来回观察几趟# 在确认安全的情况
下才掏出钥匙打开了吴某的房门(

大约&分钟后#该男子手里提着一个
包走出了吴某家中(此时#几名身形
敏捷的便衣民警从四面冲来# 将男
子摁倒在地# 当场从男子身上搜出
了"!'克冰毒,&!'克-粉,!(克海洛
因和(万多元现金( 随后#民警又从
吴某住处搜出了&千克的冰毒(
消息传到指挥中心#)好/ 开始
行动/ *收网行动在四地全面展开(
从当晚$'时起#文昌边防支队指挥
中心捷报频传# 该案主犯相续落
网( 在整个收网行动中#共抓获毒
犯$&名,吸毒人员$%名#缴获冰毒
#*(千克#-粉!''克# 海洛因!(克#
)开心果*$'''粒和专门用于存放
)开心水*的瓶子!''个#仿制手枪&
把#管制刀具一批#涉案车辆(台#
毒资&'余万元(
至此#海南建省以来最大的贩
卖冰毒个案成功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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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
通讯员 $ % & "!月"日# 儋州市委纪
委$市监察局联合发出%关于开展违规
违纪收送礼金问题自查自纠工作的通
知&#要求该市各镇#市直机关$企事业
各单位#省驻市单位要高度重视#深入
开展违规违纪收受礼金问题自查自纠
工作'
据了解#自该项行动实施以来#儋
州市各单位认真按方案要求# 深入组
织开展专项治理工作( 至今已有一些
相关人员主动将#笔礼金共计$$万余
元上交市纪委# 还有一些有关人员将
礼金上缴到省廉政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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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汛期即将到来#全省防

汛工作系统筹部署#全面落实三防
工作的各项措施(*!月%日#海南省
)三防*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预计
今年汛期影响海南的热带气旋个
数较常年偏少# 雨季持续时间短#
大部分地区降水量略偏少+ 相比
&'$$年#今年的台风,暴雨$洪涝等
灾害总体轻于常年(
记者从会上获悉# 今年的防汛
工作依然严峻#全省有&''多座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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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水库正在进行除险加固# 部分水
库正在破坝施工( 按照)分级管理$
分级负责*的原则#各市县的物资自
行负责储备( 目前#海口$琼海$儋
州$乐东$琼中五个中心仓库已经建
成# 而且海口中心仓库经国家防总
批准作为中央防汛抗旱物资仓库#
其它四个中心仓库今年省财政预算
已经安排!''万元采购物资(
根据气象预报#今年汛期总的
趋势是-初台晚#终台早#降雨量可
能比常年偏少( 据统计#!月上旬#

全省的蓄水量为()*()亿立方米#占
正常库容的#"*&#+#比去年同期增
加#*(!亿立方米# 但每旬的耗水量
都在"亿立方米以上( 目前正值用
水高峰期#又是高温的季节#我省
部分地区很有可能要发生旱情(
省气象局专家表示# 由于影响
汛期气候的因素十分复杂#其预测意
见是初步展望#气象部门将继续密切
监测海洋和大气的变化以及气候的
异常现象#及时进行补充预报#实时
关注天气预报#并做好防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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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01 "近日#三亚市

南的建筑设计$施工有了)国家标准*支
持( )日#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图标
图集海南发行服务中心在海口揭牌( 据
悉#参与)鸟巢*等著名建筑设计的中国
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将为海南用户提供
建筑标准$规范和地方标准图集#以更好
地满足工程建设需要(据了解#图标图集
海南发行服务中心将提供建筑$结构$给
水排水$暖通空调$电气$弱电$人防工程
等,个专业共#''多册图标图集(

消防部门在检查三亚高级知识分
子住宅园区工地时#发现该工地配
套幼儿园项目未经消防设计审核#
擅自施工的违法行为(根据相关规
定# 消防部门责令该项目停止施
工#并处以罚款!万元行政处罚(
为切实做好在建工地施工过
程中的消防安全工作#三亚市消防
部门加大了对在建工地的检查力
度#近日组织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在

建工程消防安全大检查#督促整改
了一大批在建工地的消防安全隐
患问题(
三亚市消防部门在检查三亚
高级知识分子住宅园区工地时#发
现该工地配套幼儿园项目未经消
防设计审核# 擅自施工的违法行
为( 消防监督员现场填写了%消防
监督检查记录&#并取证立案调查(
经查#三亚高级知识分子住宅园配
套幼儿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第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应

当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消防
设计审核的建设工程#未经依法审
核或者审核不合格的#负责审批该
工程施工许可的部门不得给予施
工许可#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不得
施工+其他建设工程取得施工许可
后经依法抽查不合格的#应当停止
施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
定#三亚市消防部门责令该项目停
止施工# 并处以罚款!万元的行政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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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 "儋州市农委$畜牧等

单位部门认真落实重点项目建设)六
个一*工作机制#努力做好项目保障
工作#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存在问
题# 该市畜牧业重点项目提速建
设(
记者在雨润&''万头生猪屠宰加
工项目现场获悉# 该项目前期总投资
(*!亿元#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年主营业
务收入可达"'亿元#可带动"万农民发
展养猪#带动&'''人直接就业( 目前项
目主厂房已经完工# 设备正在陆续进
厂配备#员工招聘$培训等工作正在开
展( 预计今年#月中下旬正式投产(
在雅星镇金海棠$'万头商品猪
生产基地采访时#该基地负责人告诉
记者# 该项目 总 投 资 (&)%*& 万 元 #
&'$&年计划投资&'''万元#项目占地
面积$!#!$' ( 一期于&'$"年底完
成#建筑面积$!''' +今年建成&&栋
猪栏#每栋猪栏!''平方#每栋猪栏可
养()'头商品猪(
同样设在雅星镇的中宙达$'万
头商品猪生产基地今年计划投资
"'''万元#今年可完成)栋猪栏建设#
五一过后施工队已进场施工(
位于东成镇天角潭的天湖畜禽
良种繁育场&*!万头生猪种苗基地建
设正全面加速( 该项目总投资$)''
万元#&'$&年计划投资)''万元#项目
占地面积&&'多亩#计划建成(条种猪
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