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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第一所”63年驻岛护安宁
三沙市公安局永兴海岸派出所守卫南海岛礁
姻商报全媒体/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勇合 文/图
有这样一支队伍袁他们远离繁华的大都市袁远离故乡和家人袁在祖国浩瀚无垠的
南海上袁秉持野爱国爱岛尧乐守天涯冶的西沙精神袁努力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
言袁守卫着南海岛礁的安宁遥 先后荣立集体二等功 1 次尧三等功 3 次袁被公安部授予
野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冶2 次袁公安部尧团中央授予野全国公安机关成绩突出青年集
体冶袁海南省人民政府授予野模范公安基层单位冶袁被三沙市人民政府授予野卫国戍边模
范派出所冶尧被海南省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委员会评为野第 18 届海南省青年文明号冶尧
野一星级海南省青年文明号冶等荣誉称号遥
要三沙市公安局永兴海岸派出所袁也被誉为野南
他们就是祖国最南端的派出所要要
海第一所冶遥

群众“贴心人”
辖区“守护人”
海口交警支队美兰大队二中队
用心用情为民办实事
姻商报全媒体/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勇合 文/图

让党旗在祖国南海上高高飘扬
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第
八支队支队长黄庆泽介绍院野三
沙设市之初袁 一切都是新的开
始袁支队认识到一个党支部就是
一个战斗堡垒袁我们要在派出所
管辖的各个岛礁把分散的党组
织凝聚起来袁让党旗在祖国的南
海上高高飘扬遥 冶
野永兴海岸派出所根据三沙
渔民分散居住在各个岛礁袁生产
作业覆盖西沙海域的实际袁积极
探索警民共建新模式遥 冶永兴海
岸 派 出 所所 长 贺 胜 介 绍 袁2015
年初袁派出所党支部与永兴社区
党支部开创了警地党员管理联
建联创模式袁加强和深化警地组

织共建尧资源共享尧优势互补和
共同提高遥
同年袁警地党支部联创联建
扩展到渔船尧岛礁上袁不断拓展
岛礁海域一线维权维稳新局面袁
联创共建了三沙市首个野海上流
动党支部冶袁并在赵述尧晋卿尧甘
泉等 8 个岛屿设立 野海岛党小
组冶袁 让联创联建在 野海上冶和
野陆地冶两个方向同步推进袁充分
发挥党员民警尧渔民党员带头引
领作用袁 持续深化警地共建袁共
同维权维稳维护岛礁海域社会
治安稳定的大格局遥
离港离岸不离党袁跟着党旗
闯南海遥 有了海上流动党支部袁

分散的渔民党员也就有了自己
的家袁民警也成为南海渔民的主
心骨遥 贺胜介绍说院野每逢元旦尧
国庆节等重大节日及重要节
点袁 派出所党支部都会组织民
警到各个岛礁上升国旗袁 鲜艳
的五星红旗飘扬在每名渔船民
的心中遥 冶
如今袁三沙各岛礁党建工作
制度日益完善袁渔船民党员在帮
助维护辖区社会治安稳定袁特别
是在南海维权维稳工作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袁海上流动党支部成
为茫茫南海中的一抹亮色遥 6 年
多来袁通过野海上流动党支部冶收
集各类治安信息 30 余条遥

全力维护港口岸线治安稳定
登上岛礁尧进入渔村尧上渔
船噎噎2020 年 5 月袁 为了推进
野三无冶船舶清理整治袁派出所民
警常常先乘坐综合执法船袁经历
4 个多小时的航程袁来到晋卿岛
开展船舶清理整治袁然后驾驶冲
锋舟穿梭在银屿岛尧 鸭公岛尧甘
泉岛等岛礁之间袁逐一比对船舶
型号尧 尺寸大小等具体数据袁安
装治安识别号牌等工作袁民警们
用了近半个月时间才完成遥
随着三沙市的建设发展袁美
丽的西沙海岛风光吸引了一些
国内游客袁涉船舶旅游非法经营
行为尧非法捕捞等违法行为相继
出现袁治安形势开始复杂起来遥
2016 年 5 月 18 日袁一艘帆
船载着 8 名游客袁从三亚出发前
往西沙永乐群岛附近海域垂钓遥

该船因涉嫌违规出海到西沙未
开放海域垂钓袁被永兴海岸派出
所及时查获遥
2017 年 8 月袁 永兴海岸派
出所成功处置野李某某非法存储
危险物质冶案袁扣押了疑似炸药
52 斤尧毒鱼丸 56 斤尧水下文物
古钱币 430 斤袁有效打击了非法
打捞西沙古沉船文物行为袁对不
法人员给予了震慑遥
永兴海岸派出所始终坚持
以民为本袁大力开展野枫桥式公
安派出所冶创建工作袁积极开展
野我为群众办实事冶实践活动遥
据派出所统计袁5 年来袁他
们排查化解邻里尧工地矛盾纠纷
60 余起袁实现了小事不出社区尧
大事不出岛礁的目标遥派出所先
后推出 11 项为民办实事工作措

施袁 和渔民群众一起搬运物资尧
为渔民清理船舶车辆尧送证上门
30 余次袁 主动为驻岛军民拍照
刻盘 100 余张袁创建完善派出所
微信服务群尧船舶报备群袁及时
推送恶劣天气动态尧便捷船舶报
备袁 通过线上线下开展法治尧禁
毒尧 防诈骗等宣传袁 国家反诈
APP 实名下载安装率达 238%袁
排名全省第一遥
派出所成立 63 年来袁 一代
又一代民警无怨无悔袁 驻岛维
稳袁 乐守天涯遥 今日的三沙袁充
满生机与活力遥 新一代守岛民
警就像海岛上的抗风桐袁 手拉
手尧心连心尧根连根 袁迎着新时
代的东风袁续写着野爱国爱岛尧
乐守天涯冶的新篇章袁守护着南
中国海的美丽与安宁遥

国兴大道作为海口市的 野门面冶道
路袁每天都有巨大的车流量和行人袁
辖区民警每天都有太多的交通问
题需要处置遥 但即使任务非常
困难与繁重袁都有一群人在默
默守护着它袁使得拥堵的道
路变得畅通无比袁非机动车
也不再出现野横冲直撞冶的
情况噎噎
国兴大道的野守护者冶
就是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 美 兰 大队 二 中 队袁
由于他们的优秀表现袁近期
荣获 野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
范集体冶遥 近日袁海口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美兰大队二中队
队长与队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袁讲
述了他们日常工作的点滴故事遥

“黑脸交警”站成一道风景线
野那位交警整天在烈日下尧风雨中指
挥疏导交通袁他的脸晒得很黑袁动作却十
分规范袁工作十分认真遥 我在网络上看到
过有人拍他指挥交通的视频遥 冶市民陈女
士乘车经过国兴大道海南大厦处的红绿
灯路口袁 看到站在道路上指挥交通的一
名交警队员袁 忍不住满含夸赞地对内车
朋友说遥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美兰大
队二中队所管辖的路段周边涵盖了海南
省委尧省政府等重要党政办公区尧大英山
日月广场望海国际商务区尧图书馆尧博物
馆尧歌舞剧院等大型场所袁是海口市集政
治尧 经济和文化为一体的旅游购物中央
商业区袁也是一条野门面路冶遥
野为了规范红绿灯路口的交通管控袁
我们二中队打造了以省府东尧 省府西岗
和大润发岗为形象岗的交通管理模式袁
安排指挥手势规范尧 标准的警力驻守在
各形象岗袁展示海口交警的良好形象遥 冶
交通警察支队美兰大队二中队潘红光
说袁 站在海南大厦红绿灯路口处指挥疏

导的网红野黑脸交警冶王生斌袁已经成为
国兴大道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遥 退伍军
人出身的辅警王生斌袁 在这个岗位上已
经干了整整 8 年遥
经常路过国兴大道的人们袁 肯定看
要他就是二中队
到过一个熟悉的身影要要
民警蔡建家遥 蔡建家在交警岗位上已经
整整 34 年了袁却始终如一袁长年风雨无
阻地坚守在岗位上遥 他曾被评为野全国最
美交警冶袁获得五一劳动奖章遥 野他执勤十
分认真袁 见到有老人过马路就会马上过
去搀扶袁对人的态度也很好袁满脸微笑十
分动人遥 遇到有人违规时袁他也会耐心地
上前劝导遥 冶市民喻永宏赞叹地说遥
同时袁 蔡建家也是一位爱心满满的
热心人遥 2005 年袁他在国兴大道执勤时袁
发现一名 80 多岁老太太在捡拾垃圾袁行
动十分不便遥 蔡建家上前询问得知老太
太是东北人袁无儿无女袁生活十分孤苦袁
便每个星期都买好食物送上门遥 他一直
坚持捐资尧帮扶老太太两年多袁直到老太
太离世遥

尽职尽责赢得民心
自 2016 年海秀快速路通车后袁国兴
大道车流量激增袁 很多老旧的交通设置
已经难以适应袁 高峰时段道路拥堵情况
明显加剧遥 面对日益激增的车流人流袁虽
然由双向 6 车道 变为 双 向 12 车 道 袁然
而袁 与行车道增加相伴而来的还有行人
过街距离加长尧时间延长袁交通拥堵状况
仍然严重遥
为避免车辆因让行时间延长引发拥
堵袁潘红光带领执勤队员袁经过对路口反
复观测袁终于发现问题袁向支队提出交通
优化方案袁建议将路口处改成传带型渊提
前进入待转区冤的模式遥 这一方案批准实
施后袁一个周期可增加 200 多辆车通行袁
可有效缓解该路段交通压力遥
二中队执勤队员还通过日常观察积
极反馈路况信息袁 与支队相关部门共同
研讨袁 在国兴大道的红绿灯路口试点实
行全待行尧可变车道等一系列举措袁取得
了良好的通行效果袁 并逐步在市区的各
主干道铺开使用遥 他们提出的合理化建
议袁提高了路口通行效率袁缓解早晚高峰
时段的交通压力袁 确保了道路安全尧畅

通遥 野我们通过摸索袁对大英西四路一个
路口的交通进行改进袁 改进的交通更加
合理遥 冶潘红光说遥
交通环境考验的不仅是道路的硬件
设施袁 还与交通参与者遵纪守法的自觉
性息息相关遥 二中队民警辅警采取文明
执法尧人性化执法方式袁对辖区内不戴安
全头盔尧闯红灯尧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的
非机动车车主袁 采取 野高峰时段教育为
主尧平峰时段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冶的管理
方式袁保持严管重教的良好模式遥 在开展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整治的过程中袁 他们
做到耐心教育袁而非以罚代管袁做到刚柔
并济遥 他们的做法赢得了群众的理解尧支
持和称赞袁 许多市民自觉成为良好交通
秩序的参与者和维护者袁 该路段的交通
状况变得越来越好遥
正因为二中队有了潘红光这样忠于
职守的中队长袁 有了王生斌等众多尽职
尽责尧充满爱心的民尧辅警袁通过日常工
作的点点滴滴袁 以及日积月累的勤勉和
爱心袁这才铸就了他们今日所获的野全国
公安机关爱民模范集体冶金色光环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