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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记者 $%& '()

"#月$%日
中午&$时许# 海南省公安英雄模范立
功集体代表团从北京载誉归来$ 海南
省公安厅副厅长国章成代表公安厅党
委向代表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

并给英雄们送上祝贺鲜花$ 据悉#在全
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

会上#海南公安系统共有"个先进集体
%&'名先进个人受到表彰$

怀抱鲜花%捧回&全国优秀公安
局'奖匾的陵水县委常委%公安局长
叶明才谈起参加大会的感受时仍是
非常激动# 他说#&成绩是对过去的
肯定#更是对未来的鞭策#我们要以
此为动力#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

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 创造良好的
社会环境$ '

赴京参会的公安英模代表们纷纷
表示#将把荣誉化为动力#充分发挥示
范带头作用#确立新的奋斗目标#做出
新的艰苦努力#取得更大成绩$

获表彰的集体有(&全国优秀公安
局' 陵水黎族自治县公安局#&全国公

安机关爱民模范集体' 琼海市公安局
嘉积派出所#&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
位'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二大队%三
亚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有组织犯罪
侦查大队% 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安局国
内安全保卫大队%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定安县公安
局禁毒大队% 海口市公安消防支队龙

华大队金融中队% 海南省公安边防总
队琼海支队潭门边防派出所$

先进个人(&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
察' 李斐#&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全
国优秀人民警察'陈琼云%肖树广%钱世
恒#&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冯晖%王雷%叶
国彪%陈超%卢韦%黄国清%金秀文%符
浩%林生亮%谢圣和%温在保%韦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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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公安局经过艰苦奋战#日前
成功破获了全国第二大%海南省第一
宗特大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贩卖毒

品案件#抓获嫌疑人&%名#共缴获追回
大麻花毒品$"(%)&'*千克# 缴获毒资
+(万元大麻苗,'+株#凌志小轿车-辆$

经过专案组的慎密侦查后# 时机
成熟# 陵水警方决定对在陵水椰林镇
文官村委会文村七星堆坡地非法种植
毒品原植物大麻的嫌疑人进行抓捕$

专案组民警赶赴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
大麻的种植园# 在种植园里查获大麻
原植物苗,'+株及用于加工毒品的工
具一批# 抓获涉嫌种植毒品犯罪嫌疑
人蔡某等*人$

蔡某某等*人被成功抓获后#专案
组民警不顾连续工作的辛苦# 马上对
蔡某某等*人展开审讯工作$专案组民
警充分应用预审策略与嫌疑人斗智斗
勇#经过一天晚上的较量#在铁的证据
面前和强大预审攻势下# 犯罪嫌疑人
蔡某某%沈某等*人交待了种植大麻的
全部犯罪事实$ 根据犯罪嫌疑人沈某
的交待# 专案组民警在陵水县教师继
续教育中心陈某的宿舍缴获沈某转移

存放的大麻花 !成品"--(大包#共
-%$.)'(千克$

接着# 犯罪嫌疑人周某被专案组
民警从广东押解回陵水# 根据周某的
交代# 专案组民警又在海口市海秀大
道金鼎小区一房间内缴获大麻花'(*

千克$ 专案组民警根据大麻园的种植
情况及现场勘查获取的物证了解到#

还有大量的大麻花被运输到广东东莞
市的仓库存放$ 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
面前# 民警对周某进行攻心教育和充
分应用预审策略与其斗智斗勇迫使犯
罪嫌疑人周某交待还藏匿有-/',)(千
克大麻花在广东东莞市万江区坝头上
坝坊东路新仓大楼$ 专案组立即赶往
广州#缴获毒品大麻花-$',)(千克$ 至
此# 专案组共缴获追回大麻花毒品
$"(%)-'*千克# 防止了大量大麻花毒
品流入社会危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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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公安局禁毒大队日前在处
置一起吸毒案中# 通过一名吸毒人
员口中了解到# 其朋友王某分在陵
水椰林镇与光坡镇交界处的一个种
植园工作待遇很高# 里面种植一些
可疑的植物#且平时晚上灯火通明$

虽然情况很简单# 但引起禁毒大队
的警觉# 立即开展相关秘密调查工
作# 警方首先秘密走访曾经进入种
植园的群众了解种植园的内部情况
及种植的是什么植物# 同时让民警
的亲戚以帮工的名义进入种植园#

秘密取得该园种植的可疑植物$

经查#该种植园位于陵水县椰林
镇文官村委会文村七星堆坡地#种植
园属于王某所有#种植园由王某表姐
夫蔡某某负责管理#种植园里确实种
植一些可疑的植物$ 根据掌握的情
况#大量信息和线索表明#该种植园
的背后极可能隐藏着一个贩毒集团#

该集团集种%制%运%贩一条龙的网
络$ 熊茂副局长把调查情况在党委会
上作了汇报# 局党委立即从刑警%禁
毒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对该案
进行侦破$

就在陵水警方侦查的同时# 广东
警方反馈来一条线索# 其抓获一名涉
嫌制造%贩卖%走私%运输毒品的犯罪
嫌疑人#供述毒品来源于海南#与陵水
警方调查种植园的情况相吻合$ 陵水
公安局党委对案情高度重视# 立即召
开专门的会议# 研究部署案件的侦破
工作# 同时成立了案件专案组全面展
开案件侦破工作$ 通过对可疑人员蔡
某某等人日常行动进行调查# 并掌握
其活动规律# 布置警力在种植园的区
域进行观察# 同时了解该区域的环境
地貌#掌握该区域沿线可隐藏%交易等
用途的仓库# 秘密跟踪可疑车辆发现
其产%运%藏%销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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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至,月份期间恶势力
团伙头目杨某强相继纠集团伙成员
王某生% 林某铭等人持有自制火药
枪# 在陵水椰林镇地区逞强争霸#先
期以在全县各烧烤园%大排档店内寻
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为以后在各

烧烤园%大排档店收取保护费$ 陵水
公安局获知案情后高度重视#立即抽
调刑侦%派出所等部门精干警力组成
专案组展开调查$

经过大量工作#专案组秘密收集
了大量受害人和证人的相关证据#在

省公安厅行动技术处的大力支持下#

陵水警方于$%--年,月-%日起先后将
犯罪嫌疑人杨某强%王某生等共-"人
抓获归案$ 破获了寻衅滋事案,起#非
法持有枪支案-起# 赢得了人民群众
一系列的喝彩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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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晚$$时许# 陵水
隆广镇红旗村委会岭仔村江西籍老
板张某种植的木瓜园内发生一起一
死三伤的抢劫杀人案件#歹徒将被害
人张某乱棍殴打致死#并当众剥光张
妻的衣服实施猥亵# 作案手段之残
忍#令人目不忍睹$ 此案震惊了陵水
县#并造成了在陵水江西籍群众大规
模上访事件$

陵水公安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在现场未提取到任何物证#且案发在
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被害人对作案
暴徒毫无印象# 排查工作毫无进展#

使得侦查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能不能
迅速破案%消除影响#使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不再遭受损失* 在经受前所
未有的严峻考验面前#专案组毅然向
局党委立下军令状(一个月内誓破此
案#消除社会影响$

为了从案发现场获取破案线索#

专案组对现场展开细致的勘查与调查
访问$ 面对困难#办案民警不灰心#甚
至半夜想到一个问题时# 他驱车数十
几里山路前往现场勘查# 在蛛丝马迹
中寻找破案的线索$ 在山重水复疑无
路之时# 心细如发的办案民警发现了

案发木瓜园栅栏外一无人走动的地方
有挖坑掩埋的甘蔗渣及烟头$ 这极有
可能是作案人在守候伺机作案时留下
的#专案组紧紧抓住这一重要线索#经
(昼夜的奋战#艰苦排查#狡猾的犯罪
嫌疑人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

$%-%年"月$(日晚成功将犯罪嫌
疑人王某贵%王某扬%王某慰一举捉
拿归案#陵水警方迅速破获了这起影
响恶劣的抢劫杀人案件#并带破了犯
罪嫌疑人王某贵等三人伙同他人流
窜各乡镇大肆进行抢劫% 盗窃作案*

起的犯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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