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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公安局紧紧抓住 "三基#工
程建设$"三项建设%和"三项重点工
作%建设的有利时机&大力加强执法
基础和基层基础建设&公安工作基础
实力大幅度增强'

科学发展& 实现警务工作信息
化( 为扎实推进江苏版警务基础平台
应用& 该局于#!$$年%月份全面开展
信息采集录入"百日会战%工作&对照
江苏版警务基础平台相关模块&制定
实有人口信息采集等&"类表格&对实
有人口$基础单位等信息进行采集录
入工作( 进一步加快 "$$!%$"$$'%$

"$((%三台合一系统升级改造&在城
乡各重点路段$ 人群聚集场所的电

杆$ 墙壁等物体上标明报警求助电
话&建设成灵敏高效的现代警务指挥
系统&全面实现了警务工作信息化(

规范执法& 实现执法质量四连
优( &年来& 该局以执法质量考评为
抓手&加强对民警执法办案及纪律作
风的监督& 设立了纪检监察室& 建
立融业务和队伍建设于一体的公安
电子监察系统& 陆续出台 )队伍规
范管理奖惩办法!$ )执法考核评议
制度! 等规章制度& 对民警执法过
程实行全程监督& 进一步完善考评
机制& 加强执法监督& 极大促进了
严格执法的自觉性& 提高了执法质
量( (!!"年至(!$$年&由于执法质量

考评成绩显著&该局连续四年被海南
省公安厅评为全省执法质量考评优
秀单位&(!$$年该局法制室还被公安
部评为"组织推动执法质量考评工作
成绩突出单位%(

实力升级&实现基层基础建设大
突破( &年来&陵水全县共有$)个行政
派出所&目前已新建$(个&改建$个&

达到一级所的$个$(级所*个$三级所
*个*拘留所+看守所$戒毒所的硬件
和软件建设达到标准要求&实现了规
范化管理( 公安公用经费逐年上升&

(+$$年民警人均公用经费达到了),&

万元&大大超过了省财政厅和公安厅
规定的人均经费标准(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一大批国家及省重点
项目工程在陵水境内破土动工$拔地而起(日前&备受关注的海南国际
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基础设施建设在陵水黎安破土动工&被誉为"珍珠
海岸%的陵水再一次成为世人焦点( 这里将是中国最大的文化产业集
聚区$滨海城市示范区及世界一流的度假胜地(在陵水&从香水湾到清
水湾&从陵水河到陵城&施工的工地随处可见&工程车辆来回穿梭&一
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陵水公安局面临新时期$新形势如何完成艰巨的保驾护航任务,为
此&记者走进陵水公安局&强烈感受到了该局提升队伍素质&真抓实干&

开拓创新&为保障陵水经济建设发展打牢坚实基础的无限活力(

陵水公安局大院&绿树成荫&办公
室整洁明亮&民警们脚步匆匆(

-陵水经济建设进入快车道&全县
干部群众备受鼓舞&然而对公安机关
来说&面对社会治安复杂性&驾驭复杂
治安局势极具挑战性( %陵水公安局
局长叶明才在记者采访时说&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新
的形势和任务对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
都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陵水公安局党委从讲政治的高
度& 从更好地推动陵水又好又快发展
的高度&组织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活动$"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
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党员"创
先争优%活动$人民警察"忠诚$为民$

公正$廉洁%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建
设国际旅游岛&公安怎么办%大讨论和
"文明大行动% 等一系列教育实践活

动&抓好警示教育和典型教育&严格执
行公安部"五条禁令%$海南省公安厅
"四项警令%& 始终保持公安民警忠于
党$忠于人民和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

同时&积极推进机构改革&解决
了困扰民警多年的职级待遇偏低的问
题*建立警察基金会&使因公负伤$因
病住院$特困民警的救助有了保障*先
后帮助民警子女)+人次解决上学问
题&对考取高等院校的-+(名民警子女
每人一次性奖励)+++至&+++元&累计&

年奖励)%,"万元(

政治建警$从优待警力度加大&不
断增强了民警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保
持了民警旺盛的工作热情( 陵水公安
局还致力素质强警&坚持"三个必训%&

强化岗位练兵(&年中&共举办"战训合
一$轮训轮值%培训班-+&期&参训人员
达--++多人次(

"逢年过节&民警都会到家里来看
我&送慰问品送钱&让我这个孤寡老人
感到非常温暖(%陵水黎安镇岭仔村.#

岁的陈阿伯告诉记者& 他无儿无女年
老多病& 陵水公安局领导及辖区派出
所民警经常到家里看望他& 送他到医
院看病&还出钱帮助他修房子(陈阿伯
说& 岭仔村附近的几个村有几位贫困
残疾人& 陵水公安局民警经常帮助他
们&把他们当亲人看待(

据了解&陵水公安局积极做好公安
群众工作& 努力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开
展了亲民创安送温暖$开门评警$"三访

三评%大走访活动&&年来共为群众排忧
解难$办好事办实事-)#-多件&送温暖
发放慰问金)+多万元*依法妥善处理群
众信访问题&积极协同县有关部门化解
劳资纠纷引发的矛盾#&起&涉及农民工
#-*+多人& 协助追回拖欠农民工工资
&-#+多万元* 成功化解&起交通事故引
发的矛盾纠纷& 帮助"名事故受害人申
请到了社会救助资金",&万元(

该局公安民警通过广泛开展为民
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构建全方位$

立体化$经常性的服务群众工作机制/

全面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夜晚&五彩的灯光将陵河大桥点
缀得异常温馨&人们三三两两在桥上
悠闲散步&陵城的文化广场$体育广
场上&不少男男女女$老人小孩随着
音乐跳健身舞&还有人在这里纳凉聊
天( "晚上出门不担心安全问题&摩托
车停在路上不担心被盗( %在记者采
访中&很多居民这样对记者说(

陵水公安局始终把维护稳定放
在第一位&深入开展不安定因素和矛
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 一是对征地拆
迁$房屋补偿$企业军转干部$下岗困
难职工可能引发的矛盾纠纷进行排
查&切实做好教育疏导工作*二是及
时妥善处置群体性及上访事件&维护

了全县大局稳定( 今年以来&共排查
矛盾纠纷()起&调处成功(-起&成功
处置上访事*起( 该局本着什么治安
问题突出就整治什么治安问题&哪里
治安问题严重就整治哪里的原则&切
实加强对社会治安的综合整治(

陵水公安局构建了海面$海岸两
道防控圈和陆地六张防控网( 海面$

海岸两道圈即近海海面巡逻防控$服
务管理和以港口为主对停泊$进出港
的船只实行实时管控&实行船舶分类
分层级管理$ 强化港船综合治理$深
入开展船舶港口整顿&强力打击海上
违法犯罪行为( 自(++.年以来&共查
处违规船舶(.艘&打击违法犯罪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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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是向省公安厅及陵水县
委$县政府立了军令状的&如果我这
当局长治安服务不到位&影响重点项
目建设或引发事故是要问责 .摘帽
子/的( #据叶明才局长介绍&该局就
重点项目建设或重要施工地段实行
挂牌保护和移动警务室的设立&切实
做到项目建设到哪里&平安创建就延
伸到哪里&服务保障就跟进到哪里(

-有了这块保护牌& 我们在这里
就可以大展手脚搞开发了( #在清水
湾度假村工地上&海南雅居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吉福指着门
前上方的-重点保护建设项目# 牌匾
兴奋地对记者说& 公司投资约(++个

亿搞开发& 清水湾度假村从(++.年%

月开始施工&现已完工交付使用了一
部分&目前进程非常顺利&这要得益
于陵水良好的治安环境(

为确保重点项目在安全有序的
治安环境下实施&陵水公安局对全县
重点推进建设项目进行了摸排&将治
安秩序维护工作逐一落实责任单位+

责任人&对-%个施工项目进行挂牌保
护&无一项目因受治安问题被业主投
诉+被迫停顿( 该局以社区警务室为
基点&认真落实重点项目挂牌保护制
度& 实行警力和防控力量安排优先&

定期召开项目业主联席会议&深入分
析治安形势&切实加强重点建设项目

保护工作*并且深入开展法律知识宣
传和教育&提高群众法制意识&消除
影响重点项目建设顺利进行的不安
定因素苗头( 以服务企业建设+维护
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在矛盾纠纷化解
中&对涉及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
困难积极协调解决& 对其他诉求&正
确引导合理解决(

由于防控工作到位& 东环铁路+

国家羽毛球冬训基地+县垃圾处理场
等国家+省重点建设项目如期竣工并
投入使用&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
区也正式落户陵水黎安&这不仅是因
为陵水独到的地理优势&更是当地民
心顺畅&治安秩序良好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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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共救助遇险船舶("艘&营救各
类遇险人员*"名& 挽回经济损失达
(%++余万元( 新村港海上警务室成为
全省海上管控典范(

陆地防控六张网即以巡逻民警
为骨干& 以专职巡防力量为支撑&建
立全面覆盖城市主干道+ 重点路段+

重点区域的道路治安防控网*以乡镇
0街道1+村0居1委会为单位&以派出所
专职巡防力量为骨干&以群防群治力

量为补充& 建立和完善社区防控网
络*各单位落实内部治安保卫责任制&

建立完善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单
位内部安全防控网* 建立智能化监控
中心&扩大视频监控规模&形成覆盖人
员密集场所+重点要害部位+案件多发
区域和进出城区主要通道的社会面视
频监控网络* 在治安复杂的区域交界
地带普遍设置治安检查站或治安卡
口&形成乡0镇2治安堵控网(

目前& 已投入了$+++多万元&以
全省第一+全国一流的标准建设覆盖
全县城乡的治安监控系统( 宽角度+

深层面的防控& 方便了群众报警求
助&现行案件侦破率明显提高&社会
面犯罪明显下降(

&年来&陵水全县共抓获街头"两
抢一盗%违法犯罪嫌疑人$("名&缴获
财物价值达*+多万元&"两抢一盗%案
件近三年每年以(&3的速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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