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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喝了咳嗽水，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觉，一直上网。”
2016年5月的某一天，3名青年从覃治华身边走过时这样
说道，凭借多年经验，覃治华断定3名青年有“问题”。经
走访调查，他了解到一些青年经常服用一种叫“奥亭”的可
待因口服液，因服用后使人兴奋，迅速在网吧等场所蔓延，
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

“这些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液从哪来的，什么人在贩
卖？”就此覃治华根据这些线索建议支队成立专案组展开
调查。同年6月，支队成立专案组。作为专案组负责人，
2016年11月23日，覃治华带领专案组成功侦破了海南建
省以来最大的非法贩卖含可待因复方口服液体制剂案件
——“2016—1001”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共抓获犯罪嫌
疑人11名，缴获毒品可待因溶液约72.9万毫升（约947.6
公斤）、运毒车3辆及其他涉案工具一批，彻底斩断了由四
川至海南的特大跨省贩毒通道。截止目前，由覃治华主导

破获的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达8起，破获单宗最大毒品量
为50公斤冰毒。

十几年来，覃治华一直战斗在第一线，冲在最前沿，参
与40余起重特大案件办理，这让他倍感欣慰与自豪。然
而在谈及家人时，覃治华的心底却藏着刻骨铭心的遗憾。
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清网行动时期，正值他的妻子患舌
癌，急需住院治疗，但他一心投入抓捕工作，成功将一批逃
犯抓获，辖区网上在逃犯下降率100%，超额完成任务。
追逃任务完成了，但是妻子却永远离开了他，留下不满5
岁的孩子。

“一颗忠诚的心，默默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却向
社会传递着大爱无疆的温暖。在群众的眼里，你即使不
是太阳和月亮，也是最闪亮的一颗星”。覃治华正用赤诚
之心和朴实无华的坚守，诠释着一名普通民警的使命和
担当。

用赤诚之心践行诺言
——记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儋州支队民警覃治华

本报记者 王家隆

从“边防绿”到“警察蓝”，制服变了，工作岗位和环境变了，不变的是他对党和人民的承诺。从

警19年来，他始终怀着对党、对公安事业、对人民群众的满腔赤诚，扎根辖区、化解纠纷、打击犯罪，

用赤诚守护平安，用行动践行初心，他就是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儋州支队民警覃治华。

忠诚担当护一方平安
——记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民警贺智慧

本报记者 王家隆

十月的儋州，人
们正沉浸在欢庆国
庆的喜庆氛围当中。
10月8日，记者在市
委执勤岗点见到市
公安局特警支队民
警贺智慧时，他正聚
精会神地执勤，盘查
可疑人员。

虽然已是仲秋，
但室外的气温仍有
27℃左右，穿着衬衫
在太阳底下站一会
儿都会汗流浃背。可
是，贺智慧却是全副
武装，头盔约3斤、
防弹衣4斤，还有随
身携带的“八大件”，
此时的他虽然脸上
挂满了汗珠，但却顾
不上擦。为了确保国
庆期间社会治安和
谐稳定，今年9月以
来，贺智慧就参与武
装反暴恐巡控30余
次，维稳安保6次，
用忠诚、担当的一腔
热血守护着一方百
姓的平安。

初心不改
守护一方平安

“不论雨天还是晴天，每天穿着厚重
的防弹衣和佩戴装备巡查站岗，衣服都
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但想到肩上的使
命和责任，想到通过履行作为一名特警
的职责，守护群众平安，能使群众欢度一
个安定祥和的节日，心里就感到非常满
足。”谈起工作，贺智慧说，从戎守疆土到
如今从警，自己热爱特警这份职业，守护
一方平安的初心从未改变。

2015年，贺智慧从部队退伍，来到
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成为一名特警。工作
的特殊性决定着特警与其他警种的不
同。“平时不仅有繁重的巡逻、巡控等任
务，还要参加日常训练、夏季和冬季练
兵，特别是反恐突击训练、体能训练，以
及快速处置突发事件训练……”贺智慧
说，特警的训练与自己在部队时训练的
内容相似但又有所不同，特警的训练更
加注重结合实际和突发开展训练。如今，
他已成为了一名老特警，肩负突击抓捕、
反恐反暴、维稳安保等使命。

在不少人看来，特警身份较为特殊，
但在贺智慧看来，不论什么警种，职责都
是守护群众平安，服务群众。“虽然‘防暴
处突’是我们主要的职责，但群众的安危
就是无声的命令，只要群众需要我们，我
们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近年来，我
市全面开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犯
罪、禁毒三年大会战、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等行动，每一项行动都离不开特警。工作
中，贺智慧也曾遇到过歹徒威胁，但每一
次他都毫不畏惧，迎难而上，扛起使命与
担当，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兢兢业业
舍小家顾大家

“工作中，他严于律己，主动作为、
勇于担当，兢兢业业，始终严格要求自
己。”谈到贺智慧，战友和同事这样评价
他，也是大家对贺智慧始终抱有强烈责
任感和高度使命感的一致褒奖。

对待工作满腔热情，可是每当深夜
回到家中，看着妻子哄着年幼的孩子睡
觉时，他总是深感愧疚。

国庆期间，贺智慧寄宿在托儿所1岁

半的孩子发起高烧，妻子在外工作无法抽
身回来照看。接到托儿所电话后，贺智慧
却没有向组织请假，而是坚守岗位，直到
任务完成后，才匆匆赶回家中照看孩子。

“早在9月中旬，孩子就已经身体不
适，但由于武装反暴恐巡控任务繁重，抽
不出时间好好照看孩子，导致病情严重
起来。”贺智慧说，身为一名特警，执勤守
护一方平安是职责所在，自己不能因为
孩子而搞起“特殊”，这样是对工作不负
责任，也会给战友增加负担。

一边是繁重的武装反暴恐巡控任

务，另一边则是急需照料的孩子，几经
商讨和劝说后，贺智慧的妻子决定放弃
工作在家照看孩子。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负重前行。夜幕
降临，市民文化广场上，五星红旗迎风招
展，灯光璀璨，不少市民晚饭后带着孩子
在此游玩。而此时，正是贺智慧最忙碌的
时候，为确保群众安全，他与同事又在执
勤岗上展开了新一轮的步巡、车巡、站岗。

“从警守护一方平安，这份职业既
包含使命、责任，更多的是忠诚和担当，
是人民赋予特警的荣誉。”贺智慧说。

本报讯（记者王家隆）9月29日，儋州公路局
开展以“建设信用交通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
信用交通宣传活动，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和
重点人群的诚信宣传，深入推进交通运输信用体系
和“信用交通省”建设，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

“我们在流动人口大的海汽总站进行信用交
通宣传活动，就是为了进一步推动‘信用交通省’
建设，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决策部署的学习宣
传。”儋州公路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省交通
运输系统通过加快推进信用平台网建设、聚焦信
息归集和应用、推进信用数据共享公开、加强守信
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等开展诚信文化建设和
诚信教育，加快建立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机
制，整体呈现稳步有序推进的良好态势。

当天，儋州公路局联合交通等部门工作人员，
在海汽总站、加油站、东成路政工作站、儋州市道
路交通联合执法工作站等地，通过摆放宣传展台，
悬挂宣传海报、横幅，发放信用交通宣传册、折页、
扇子等宣传产品等形式向往来行人旅客深入宣传
《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
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严重违法失信
超限超载运输联合惩戒》《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领域
守信企业联合激励》等内容，在进一步宣传交通诚
信精神的同时，形成“学信用、懂信用、用信用、守
信用”的良好氛围。

“我从小就有军人情结，当时毕业就下定决心当兵。”覃治华说，
自己是广西人，初中毕业时就报名应征，结果前两次应征时各项指标
均合格，但因为入伍指标限制而不能入伍。第三年，他又坚持报名，
最终县武装部和征兵干部都为他锲而不舍的精神感动，于是他光荣
地成为了一名军人。

2000年12月，覃治华从广西来到原海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教导大
队。经过三个月集训和学习后，被分配到原儋州公安边防支队海头
边防派出所红洋警务区驻点执勤。

“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三四个人挤一张床铺，没水洗澡，没电
办公，都是常事儿。”覃治华回忆道，当时红洋警务区治安形势复杂，
可辖区只有4名民警，工作覆盖33个自然村2.5万多人，工作难度可
想而知。

由于大部分村庄道路都是土路，覃治华下乡办案经常是“晴天一
身灰，雨天一身泥”，但他从来没有半句怨言。工作期间，他走访登记
常住人口3000余户，为800名群众补办户口，为500名群众更正出生
日期，将500多户居民身份证送到群众手上。而调解纠纷、化解矛
盾、处理应急突发案件……这些事务更是数不胜数，但覃治华却用赤
诚之心和实际行动，在红洋警务区默默工作了13年，为公安事业奉献
了无悔的青春。

三次应征终入伍
无悔青春护平安A

2014年7月18日，台风“威马逊”肆虐海南中北部沿海，辖区80
多岁吴阿婆的老屋在风雨中“飘摇”，但老人不放心家中物品，不愿搬
离。知道情况后，覃治华立即赶到吴阿婆家中，耐心做工作，最终打
消老人的顾虑，同意由覃治华将其送至防洪楼。

据统计，在抗击“威马逊”台风中，覃治华带领民警督促指导200
余艘船舶回港避风，联系并指导1200余名船民安全转移，挽回人民群
众财产将近300余万元，安置五保户4户6人、低保户1户5人、居住
于危房及工棚的农户30人，集中安置人员98人，受到了驻地党委政
府和辖区群众的一致称赞。

覃治华串百家门、访百家情，时刻将群众冷暖挂心头，遇到邻里吵
架、百姓生病、孩子就学困难，他都会问一问、帮一帮，加之熟悉地方方
言，久而久之，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感情，成为辖区百姓的“贴心人”。

此外，为了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服务重点项目建设，覃治华被抽
调作为专案组成员，经过长时间走访排查，摸清了以陈某为首的团伙
违法犯罪事实。2014年至2015年，覃治华带领专案组成员辗转海口、
三亚、洋浦、东方以及广东、北京等地，抓获团伙犯罪嫌疑人32名，侦
破寻衅滋事、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故意伤害、聚众斗殴、非法制造枪支
等案件24起，打掉了以陈某为首盘踞在儋州地区的犯罪集团。

老百姓的“贴心人”
违法者的“终结者”B

始终战斗在一线
屡破毒品目标案C

▲覃治华近照。 本报记者 王家隆 摄

本报讯（见习记者陈婷婷 通讯员莫修平）为
进一步提高医务人员法律意识，防止职务犯罪发
生，近日，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到海南西部
中心医院开展主题为“医务人员职务犯罪特点成
因及预防”的法律法规知识讲座。

讲座由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副检察长
张远南主讲，他结合多年办案经验，分析目前反腐
败形势，并通过典型案例，重点讲解职务犯罪的特
征、医药卫生领域的职务犯罪易发环节和职务犯
罪的形成原因、巨大危害及预防对策等内容。
随后，张远南还与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医务人员就
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交流互动。

讲座结束后，医务人员们纷纷表示，通过讲座
学习到许多法律法规知识，在今后工作中将严格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不断提
升医疗质量，强化服务意识，为患者提供更好服务。

据介绍，举办此次讲座旨在让广大医务工作
者认清职务犯罪的社会危害，增强法制意识、廉洁
意识，提升职业道德修养，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坚决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营
造良好的反腐倡廉建设氛围。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相关领导以及相关科室医
务人员共180余人参加讲座。

本报讯（记者罗鑫 实习生王明当）为全面提
升我市基层残疾管理工作人员岗位技能及综合能
力，加强基层干部能力建设，9月29日至30日，海
南省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数据动态更
新工作省级培训班在我市举办。

培训班上，省残联组联部科室相关负责人对
残疾人数据动态更新工作内容、移动终端采集、数
据管理及登记表填写说明等内容进行详细讲解，
并现场与APP操作专业人员和参训人员积极互
动，为他们答疑解惑，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落地实
行。

据了解，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数
据动态更新工作，是对全省持证残疾人进行基本
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调查采集、建档、汇总到手机
终端APP，以实名制信息数据作为基础反映残疾
人基本生活状况的重要依据，有助于促进全省各
级市县间数据资源共享，推动全省残疾人事业持
续健康发展；有助于完善残疾人稳定就业和改善
生活保障水平，为脱贫攻坚工作打好基础，助推同
步小康进程。

培训结束后，市残联理事长林福钦表示，市残
联将严格按照不走过场，不打折扣原则，做到基层
信息采集员全覆盖，将手机APP操作培训作为重
点，让每位信息采集员熟练掌握操作方法，确保调
查采集信息数据上报真实、客观、准确，助推全省
残疾人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儋州公路局开展信用交通宣传活动

建设信用交通
推动高质量发展

省检察院第二分院到海南西部中心
医院开展法律法规知识讲座

180名医务人员
学法促廉洁

省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数据
动态更新工作省级培训班在我市举办

助推残疾人事业
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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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在向市民宣传相关信用交通知识。
本报记者 王家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