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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海汽集团出资
!"# 万元资助的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
学院送文化下乡支教队! 昨日上午乘坐
海汽快车前往定安县新竹镇中心小学!

为 $!% 多名小学生进行为期 $& 天的支
教活动"

据了解!此次支教活动!有海师 '名资
深教授和 ('名大学生志愿者参加!由海汽
集团与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共同组
织开展"

为支持此次支教活动!海汽集团共为
志愿者们提供 !)(万元的活动经费!并为
孩子们送去笔#笔记本#橡皮擦等一批学
习用品"

海汽集团有关负责人王修奋表示!此
次支持大学生志愿者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目的是为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添砖加瓦!彰
显海汽集团关注扶持教育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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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自驾游让广东游客真正了解了琼
北%&经过 ' 天 ! 晚的自驾旅游!广东游
客吴泓豫今天下午回到海口后由衷地
说"此次主题为$奔向另一个海南&的琼
北自驾游旅游形象推介活动! 由省旅游
委和海口市旅游委组织开展! 吸引了 '(

名来自广东的游客! 他们当中有不少人
是媒体人和资深博主"

*月 (%日!'南方都市报(# 腾讯大粤
网和广州王府井百货联合集结 '(名自驾
客!从羊城出发!一路风尘仆仆!直奔海口!

展开为期 '天 !晚的琼北之旅"连日来!这
批自驾游客先后游览了海口#定安#琼海#

文昌等市县"

博主 $小鱼 +,-& 说)$琼北地区很好
玩!之前实在没法想象在海边拉网捕鱼!树
上摘椰子吃都能那么尽兴* 只有自驾才能
真正领略海南的人文风光%&同时有不少游
客希望!下次再走走不一样的线路"

海口市旅游委负责人称! 此次活动目
的在于宣传琼北旅游资源! 助推琼北旅游
目的地的形象塑造!架起广东#海南两地旅
游合作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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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67"今年第 . 号台
风$韦森特&!(! 日凌晨 ! 时 $' 分前后在
广东省台山市赤溪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
心附近最大风力 $/级! 风速达 !&米0秒"

(!日 1时!$韦森特&在广东省云浮市境内
减弱为强热带风暴!$/时再次减弱为热带
风暴"

省气象台指出!$韦森特& 虽然已经登
陆!但仍然西行靠近我省!明天对我省仍有
风雨影响"目前!我省气象部门已变更台风
橙色预警为台风蓝色预警* 同时发布暴雨
蓝色预警"

据监测!今天 $2时!$韦森特&中心位
于北纬 (().度#东经 $$&)(度!也就是在广
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境内! 中心附近最大
风力 .级!风速 $.米0秒"预计 (!小时内!

热带风暴中心将以 (&公里左右的时速向
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

受其影响!(/日 .时+(!日 $!时!我
省北部# 西部和南部局部地区出现暴雨到
大暴雨!其余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据乡镇
自动气象站资料统计!(/日 .时+(!日 $!

时!全省共有 .!个乡镇雨量超过 '&毫米!

!!个乡镇雨量超过 $&& 毫米!( 个乡镇雨
量超过 ('&毫米"

省气象台预计!$韦森特& 对我省的影
响将逐渐减弱! 但其云系为海南带来的风
雨过程将持续到 ('日"

海洋方面!('日白天起! 北部湾海面3

海南岛西部和南部海面风力减弱到 2级!

阵风 *级*琼州海峡#本岛东部海面风力减
弱到 '42级!阵风 *级*西沙#中沙#南沙群
岛附近海面风力 2级!阵风 *级"

陆地方面!#'日!海南岛北部#西部#南
部地区有大雨! 其余地区有中雨"#2日起!

全省转为多云天气!北部#中部#西部地区
有雷阵雨!其余地区局部有雷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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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9"台风$韦森特&已于今天凌
晨在广东省台山市沿海登陆! 并减弱为热
带风暴!对我省影响亦随之减弱"从 #!日
下午 '时起! 琼州海峡抗风等级 .级客滚
船复航! 粤海铁进出岛客列恢复运行"此
前!琼州海峡封航时间长达 !*小时"

记者从粤海铁公司获悉! 海口开成都
东 5!.2次,6.7/'发车-客列#海口开西安

5662.,##7/#发车-客列今天恢复运营!从
#'日开始!所有航班#客列恢复正常"

因受台风$韦森特&影响!*月 ##日 6.

时起琼州海峡全面停航! 粤海铁进出岛客
列运行受阻"因近两天琼州海峡全线封航!

导致近千辆车滞留海口南港码头和秀英
港"琼州海峡抗风等级 .级客滚船复航后!

港口方面将合理安排航次! 确保过海车辆
和旅客快速疏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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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是中小学生溺水事故的高发期" 日前万
宁市东澳镇 !名儿童溺水身亡的事故!再
次敲响了安全教育的警钟"近日!省教育厅
在该厅网站以致学生家长公开信的形式!

呼吁家长们积极参与共同做好孩子的安全
防范和教育工作"

省教育厅提醒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

充分认识到溺水事故的危害! 认真做好预
防溺水的家庭教育"平时!家长要对孩子的
活动去向多加关注!保持高度敏感!教育孩
子做到游泳$四不去&)未经家长#老师同意
不去!没有会游泳的成年人陪同不去!深水
的地方不去!不熟悉的江溪池塘水库不去"

同时!要求孩子在没有家长陪同的情况下!

不到水库#池塘#江河溪流和水井等水域附
近活动"

为了提高孩子的防溺水技能! 加强自
护自救能力!有条件的家长!可以让孩子学
习掌握游泳本领和溺水自救技能! 让孩子
知道在遭遇险情或发现有人溺水时! 一定
要立即大声呼喊求救!不要贸然下水营救"

此外! 家长们还应该教育孩子切实遵
守交通规则!注意交通安全!自觉做到以下
要求)不在公路上玩耍!横过马路要走人行
横道*不满 6#周岁!不得骑自行车#电动车
上路*独自出门必须向家长说明外出时间#

地点#事件等"

STUVWXO!YZ["

.<HIJKLMJNOP

'(!)

$

*

#!

+, !!"ABC

DEF &'(GHI" 洪涝灾害发生后!

琼海市畜牧兽医局原局长和原副局长竟
利用职务之便发起$灾难财&!被琼海法院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年零 2个月和 /年"

记者今天从海南一中院获悉!该院近日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6% 年 6% 月! 琼海市遭遇特大洪
灾"洪灾过后!该市采取多项措施开展灾
后重建" 琼海市政府将畜牧业恢复生产
的工作交由该市畜牧兽医局负责" 时任
该局副局长的朱某负责具体落实此事!

包括统计受灾群众损失数量及选择供苗
单位并推荐上报"

朱某在统计养鸡场老板陈某# 谢某和
杨某遭受损失的具体数量时!/家鸡场老板

分别请求虚报! 并给朱某 2 万元作为酬
谢"随后!这 / 家鸡场老板又找到时任琼
海市畜牧兽医局局长的何某!要求给各自
的鸡场提供尽可能多的政府补贴鸡苗!并
以 * 万元作为此事的酬劳"随后!何某和
朱某利用职务之便!让 /家鸡场的种苗补
贴申请通过审核!且均顺利获得灾后政府
补贴的鸡苗"

此外! 琼海市某公司为了成为灾后政
府补贴种苗的供应单位!请求何某帮忙!并
提供$感谢费&6万元"在其操作下!该公司
最终成为琼海市的灾后鸡苗供应单位"

随后!何某#朱某因他人涉嫌犯罪一案
被琼海市检察院传唤进行调查"此过程中!

二人主动交代了自己收受贿赂的犯罪事
实!并退还全部赃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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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6JK 特约记者 LMN 通讯员 GOP

上午 6%时!海口雨势不减!琼山府城
街区道路上的积水随处可见! 或急或缓地
往地势低洼的地方流去"

沿着排水沟渠的走势! 记者拜访了府城
东门社区附近片区"据说!此处东门排水涵洞
由于缺少管理人员!加上年久失修!已多年不
畅!附近居民房屋一遇大雨就会被淹!不断遭
受雨浸之苦的居民曾多达 /%%%余人"

在府城东门社区生活了近 /%年的张大
婶曾告诉记者!每次泡水后都要更换家具!花
了她不少钱!而且雨中生活也十分不便"

去年 1月! 家住东门涵洞边上的吴清

富!曾用竹竿和钢丝自制了一把四齿钉耙!

专门清理堵塞涵洞的垃圾! 但是效果不明
显!淹没房屋的积水最深可及腰部"无奈之
下!一家人只好搬到张大婶家同住"虽然两
家同时被淹! 但幸好张大婶家还有二楼可
住!于是!两家十多口人全都挤在二楼!一
住就是好几天"

时隔数月!再遇暴雨天气!两家人的
生活却发生了变化"记者在涵洞边看到!

吴清富家的院子里没有一点水迹! 只见
他的妻子头戴斗笠! 从容地蹲在水龙头
边洗菜斩鸭! 预备为全家做一顿美味丰

盛的午餐"

房屋外的不远处!一条由水泥#砖块砌
成的排水沟渠呈现在记者的眼前! 石板下
发出潺潺的流水响声"吴清富告诉记者!这
是今年 '月!全省$联合大接访&活动时!琼
山区委书记调研后指示住建#水务#城管等
部门联合修建的! 原来堵塞涵洞的房宅垃
圾和坍塌围墙等均被拆除清理! 新修的排
水沟渠干净#通畅"

$东门附近!再也不用担心大暴雨时被
水淹了%&吴清富说!修建新沟渠差不多用
了一个月的时间! 没想到刚刚修好暴雨就
来了"如今能够住在自己的家中!怡然自得
地做饭#休息!让他们感觉很幸福"

#'(!)

$

*

#!

+,$

A6#%&'

`

$

*

'(

+ jkl

mnop

)

q r os

)

t u vs

)

wxy

'1z{

综 合

01a|}z~��p�������%T����&����c����

��T�F�%�����T�PR�

!"#$%&'()*+,-./

本报记者 ABC 通讯员 DQ 实习生 RSTU

每有干部任免公示!常引来广泛关注"

可是!很多人并不清楚!干部选拔任用的背
后!总有一双锐利的$鹰眼&!在全程监督选
任的每一个环节"

这双眼睛! 便是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检
查制度"

从以前单纯的人工监督到如今的网络
实时监控! 从以前的电话等传统举报受理
手段到如今的群众来电#来信#来访#网络
$四位一体&举报受理体系!近年来!我省不
断创新干部选任监督方式和手段! 用更加
科学#更加严格的措施!规范各单位选人用
人行为!提高了选人用人公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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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离
不开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也离不开
行之有效的监督措施"

每年! 省委组织部都会联合省纪委组
成若干个检查组!对各单位贯彻执行'党政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的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听取汇报#个别谈话#召开座谈
会#查阅资料#知识测试#民主评议!多管齐
下集中检查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检查中!一旦发现问题!检查组会提出

针对性的改进办法!并下发整改通知"对于
存在突出问题的单位! 省委组织部还专门
组成工作小组! 对其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督
促检查!直至整改取得实效"

去年!某单位领导即将调离之际!主持
召开党委会议研究通过了有关干部的提拔
调整问题!违反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条例(关于$不准在机构变动或主要领
导成员工作调动时!突击提拔#调整干部&

的规定"组织部门在检查时获知此事后!责
成该单位撤销作出的干部任免决定! 并对
有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

/年来!我省已对 6'*个单位进行监督
检查! 今年将继续对各市县和省直单位选
人用人情况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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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月 6日! 是我省干部监督工作
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记实监督系统开通运行"

过去! 干部选拔任用实行的是全程记
实登记制度!可是$这种记实毕竟是提拔后
的工作记录!说到底还是一种事后填报#事
后监督!监督比较滞后"而且只要求记录过
程!没有要求记录各个环节的责任主体!一

旦出了问题!.板子/ 也不知道该打在谁的
身上"&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有关负责人
提出了自己客观的看法"

而使用记实监督系统!乃是将干部选
拔任用的资格条件#动议#初始提名#民主
推荐#组织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任职等
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步骤都通过网上提
交!建立起一个动态实时监督的$电子档
案&" 同时! 系统还设置了自检和报警功
能!设置了 '. 条$硬杠&!一旦有突破$硬
杠&的违规行为!系统就会自动亮红灯报
警"针对一些特殊情况!系统还设置了黄
灯提醒功能"

如此!检查成本降低了!监督效能提高
了!实现了由实地监督向网络监督转变!集
中检查向实时监控转变! 事后查处向主动
预防转变! 上级监督向上下合力监督转变
的$四转变&"

$信息化建设是提高组织工作科学化
水平的有效手段和途径"&省委组织部有关
负责同志认为!$记实监督系统的推广使
用!就像给干部监督机构装上了.千里眼/!

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装上了 .摄像机/!给
违规违纪用人行为装上了.报警器/!为选
准人#用好人设立了一道.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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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 三亚社保局原局长的女儿在

事业单位招聘考试中! 不仅不符合报考条
件!而且在过了报考截止时间后才报考!还
在行政能力测试中考出 11分的高分 8满分
6%%分9!引来社会重重质疑"

$11 分事件&发生后!省委组织部通
过 $$(/.%&网上举报系统获知了此事 !

随即联合省纪委!对三亚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招聘情况进行认真调查"根
据调查结果!有关部门对此事件的相关
责任人员进行了党纪政纪处分或者组
织处理"

$$(/.%& 是组织系统专用举报电话"

(%%1年!省委组织部开通了$$(/.%&网上举
报系统!(%$$年又将$$(/.%&网上举报系统
开通到全省各市县党委组织部! 逐步建立
起群众来电#来信#来访#网络$四位一体&

的举报受理体系"

如今!依托$$(/.%&!我省已成功编织
一张舆情大网"这张网!在加强干部监督!

在促进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满意度# 整治用
人上不正之风工作满意度$双提高&上取得
积极成效"

一系列严密#严格的监督制度!令满意
的人多了!质疑的人少了!我省选人用人公
信度逐步提高" 据统计! 全省 (%%1 年至
(%$$ 年受理选人用人问题举报量逐年下
降!年均降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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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Z"今天上午!我省统一战线$加
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知识竞赛在澄
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举行!省委统战部#省
工商联,总商会-#省台联#省黄埔军校同学
会共选送 2支代表队参加竞赛角逐! 省委
统战部机关三队获得第一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

,简称'意见(-精神!切实推进党外代表人士
队伍建设工作深入开展!省委统战部决定举
办本次竞赛"竞赛通过设置必答题#抢答题#

风险题三个环节! 采取现场看题作答的形
式!检验我省统战干部学习'意见(的成效"

省政协副主席# 省委统战部部长王应
际在现场观摩并为获奖代表队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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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cd"自开展集中整治$庸
懒散贪&问题专项工作以来!澄迈县共受理
群众反映 $庸懒散贪& 问题信访件 1 件
,次-!清理$吃空饷&人员 2人!给予通报批
评单位 $个#诫勉谈话 $ 人"查办案件 $$

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人!其中组织处
理 !人"

澄迈县在开展集中整治 $庸懒散贪&问
题中!从严治理党员干部工作作风"澄迈县
水务局原副局长符某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
之便!在分管该县农村安全饮水工程项目过
程中!涉嫌收受他人贿赂"据群众举报!符某
因涉嫌受贿罪!于 *月 '日被澄迈县检察院
立案侦查!同日被刑事拘留!经省人民检察

院第一分院批准!现已被依法逮捕"该县人
社局原局长李某也因涉嫌受贿被省检察院
立案侦查! 已被依法逮捕"*月 (%日上午!

澄迈县决定免去符某县水务局副局长的职
务!免去李某县人社局局长的职务"

加强问责是整治$庸懒散贪&#增强服务
意识#提升工作效能的有效手段"根据群众
反映!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局长
郑某因工作效能低下被问责!该县对其做出

降职使用的处理决定*澄迈县公安局拘留所
所长王某!因工作失职被问责!该县对其处
以停职检查!限期改正的处理决定"

$转变工作作风#优化发展环境既要靠
教育引导#制度规范!还要靠纪律约束#惩
治震慑"&澄迈县委书记杨思涛表示!对于
影响发展环境的突出问题和典型案例!要
坚决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 要敢于动真碰
硬#一查到底!要始终紧抓不放#绝不姑息"

为确保集中整治$庸懒散贪&问题专项
工作取得成效!澄迈县还坚持把制度建设贯
穿始终!坚持$治&#$建&结合!在深入研究
$庸懒散贪&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的基础上!

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台一批管理制度"今年以
来!该县先后制定了'澄迈县调整不适宜担
任现职干部办法,试行-(#'澄迈县公职人员
吃拿卡要等行为处理办法,试行-(#'澄迈县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奖惩,暂行-办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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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日前!儋州市下发'关于进一步清理
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不在岗和$吃空饷&

人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该市
各乡镇#市直机关事业单位从即日起到 $%

月 /%日对本镇#本单位在编不在岗和$吃
空饷& 问题全面进行自查自纠! 重点清理
$(种人员"

'通知(规定!清理对象是长期旷工#因
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的人
员* 自动离职人员或经单位同意离岗未上

班人员*停薪留职或带薪留职人员*不符合
有关规定参加脱产学习的人员* 因伤残或
长期病假不能正常上班的人员* 未经上级
主管部门批准的机关#事业单位跨区域#跨
部门被借用人员* 超龄未办理退休仍领在
职工资的人员* 因病或因事请假超假未按
规定领取病#事假工资的人员*受处分未按

规定办理工资降级或停发工资的人员*服
刑未按规定开除公职仍领工资的人员*死
亡后未按规定办理手续仍在领取工资的人
员* 供养对象死亡或供养到期还继续领取
供养费的人员*以及其它情形不在岗和$吃
空饷&的人员"

儋州市核查工作领导小组还将派检查

组采取明察或暗访的形式! 深入各机关事
业单位进行核查"对符合'公务员法(等规
定辞退或辞职人员按管理权限予以辞退或
辞职"对自查自纠不彻底!存在虚报#瞒报#

漏报行为的乡镇和单位! 责令限期进行整
改! 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追究主要领导及
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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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各县#市#区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
均衡发展时间表排定" 按照规定! 琼海
市#文昌市#海口市龙华区#洋浦经济开
发区等 ! 个县#市#区将在今年年底实现
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 这是记者
从日前在琼海博鳌召开的全省县域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工作动员会上获
悉的"

据了解! 国家教育部将我省列为首批
签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的 $'个省
8区#市9之一"去年!省政府和教育部签署了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到 (%(%年底
全省所有县#市#区要全部实现县域义务教
育基本均衡发展"

结合我省各县#市#区教育事业发展实
际! 省教育部门调整并确定了全省各县
,市#区-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
时间进度安排表"

具体安排为) 到今年年底前实现县域
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的县#市#区 !个!

分别是海口市龙华区#文昌市#琼海市#洋
浦经济开发区*到 (%$/年实现县域义务教
育基本均衡发展的县#市#区 (个!分别是
海口市美兰区#屯昌县*到 (%$!实现县域
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的县#市#区 /个!

分别是海口市琼山区#三亚市#昌江黎族自
治县*到 (%$'年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
衡发展的县#市#区 /个!分别是海口市秀
英区#澄迈县#五指山市*到 (%$2年实现县
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的县# 市# 区 (

个! 分别是万宁市# 陵水黎族自治县*到
(%$*年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的
县#市#区 /个!分别是定安县#临高县#乐
东黎族自治县*到 (%$.年实现县域义务教
育基本均衡发展的县#市#区 '个!分别是
儋州市#东方市#白沙黎族自治县#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