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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况
予以公示。

夏 斐，男，1965年5月出生，湖北麻
城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
士，高级记者，1988年7月参加工作，1994
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光明日报
社驻湖北记者站站长，海南省政府研究室
副主任。现任海南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副主任，拟任海南省委副秘书
长，省委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农村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王 强，男，1962年12月出生，吉林
德惠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商管
理硕士，高级工程师，1978 年 8月参加
工作，199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
任海南省发展计划厅社会投资招商处调
研员，省政府招商办公室招商二处调研
员兼大隆水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项
目工程指挥部指挥长，省水务局副局长、
党组成员兼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省水务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兼省
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
海南省水务厅副厅长、党组成员，拟任
海南省水务厅党组书记，提名为省水务
厅厅长人选。

符宣国，男，1965年3月出生，海南东
方人，汉族，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1989
年7月参加工作，1988年12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海南省委宣传部办公室调
研员，海南广播电视台台长助理、公共频
道总监，海南海视旅游卫视传媒责任有限
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海南广播电视台
副台长，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现任
海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兼省社会主义学
院副院长，拟任海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党
组书记（正厅级）。

侯亨浪，男，1957年7月出生，海南文
昌人，汉族，大专学历，1977年3月参加工
作，197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
南省公安厅政治部宣教处副处长、交通管
理处副处长、交警总队副总队长，海口市
公安局政治处主任（副处级）、副局长兼新
华分局局长，调研员、党委副书记（正处
级）。现任海口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负
责常务工作，正处级），拟提名为海口市政
协副主席候选人。

鲍 剑，男，1962年5月出生，山东肥
城人，汉族，大学学历，文学学士，法学学
士，1983年8月参加工作，1989年6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海口市检察
院办公室主任（副处级）、政治部主任、副
检察长，海口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负责常
务工作，正处级），海口市秀英区委副书
记、区政府区长。现任中共三亚市委委

员，市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拟任中共
三亚市委常委。

邢孔祥，男，1961年11月出生，海南
乐东人，汉族，大学学历，医学学士，主任
医师，1983年 8月参加工作，农工党员。
历任海南省三亚市政协副主席（不驻会）、
农工党三亚市委专职主委（副处级）、农工
党三亚市委专职主委（正处级）。现任三
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不驻会）、农工党
三亚市委专职主委（正处级），拟转任三亚
市人大常委会驻会副主任（副厅级）。

吴 波，男，1962年9月出生，海南海
口人，汉族，大学学历，1984年2月参加工
作，民进会员。历任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
局医疗保险处副处长，省人事劳动保障厅
社会保险处副处长、社会保险二处副处
长、处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社会
保险二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领导小组办
公室）处长。现任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政策法规处处长，拟提名为儋州市
人民政府副市长人选。

陆海鹰，女，1975年11月出生，江苏
海安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公共管理
硕士，主任记者，1997年 8月参加工作，
2004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
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综合频道副
总监、行政办公室主任，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办公室主任，省纪委、省监察厅宣传教
育室主任。现任海南省纪委、省监察厅宣
传部部长，《中国纪检监察报》海南记者站
站长，拟任海南省纪委办公厅主任（试用
期一年）。

符铁虎，男，1965年12月出生，海南
儋州人，汉族，大学学历，法学学士，1989
年7月参加工作，1991年1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历任海南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助理
调研员，市县干部处助理调研员、调研员，
省委巡视组正处级巡视员，省委组织部干
部一处（公务员管理处）副处长（正处
级）。现任海南省委组织部公务员管理处
处长，拟任海南省委老干部局副局长（试
用期一年）。

吴和平，男，1962年 7月出生，江西
进贤人，汉族，在职大学学历，经济学学
士，高级会计师，1979年 7月参加工作，
198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
省省直单位会计管理中心第一核算站站
长（副处级），省直单位会计管理中心（省
财政国库支付局）业务处副处长，支付处
副处长，电算处副处长、处长，业务管理
处处长。现任海南省省直单位会计管理
中心（省财政国库支付局）副主任（副局
长），拟任海南省财政厅总会计师（试用
期一年）、党组成员。

房 方，女，1962年12月出生，山东
青州人，汉族，大学学历，文学学士，副教
授，1984年7月参加工作，民革党员。历
任海南教育学院中文系副主任（副处级），
海南师范学院教务处副处长、继续教育部
副主任，海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部副主
任，省中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中心副主
任。现任民革海南省委员会副主委、秘书
长，拟任海南省政协副秘书长（试用期一
年）。

蔡琼雅，女，1969年11月出生，海南
万宁人，黎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1987
年8月参加工作，1996年6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历任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个体
私营经济管理处副处长、调研员，内资处
副处长（正处级）；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文昌市市委常委、市政府
副市长（挂职锻炼）。现任海南省政协机
关工会主席，拟任海南省政协人口资源环
境委员会专职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常世界，男，1964年 9月出生，河南
辉县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学学
士，1984年7月参加工作，1987年6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广州军区司令部办
公室保密档案处副团职参谋，海南军区
政治部纪检处副团职干事，广州军区海
南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长，中国驻
波兰大使馆正团职副武官，海南省商务
厅政策法规处调研员、世贸组织事务处
副处长（正处级）、世贸组织事务处处长，
省政府办公厅新闻信息处处长。现任海
南省政府办公厅组织人事处处长，拟任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
（试用期一年）。

陈立新，男，1966年4月出生，河南西
华人，汉族，在职大学学历，1986年7月参
加工作，199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
任海南省检察院反贪局侦查处副处级助
理检察员、副处级检察员，综合指导处副
处级检察员，侦查处副处长，侦查一处副
处长、正处级检察员，副局长。现任海南
省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反渎职侵权局
局长，拟任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
专职委员（试用期一年）。

符桂和，男，1958年7月出生，海南白
沙人，黎族，省委党校大专学历，1977年1
月参加工作，197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曾任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
（副处级）、党组成员。现任海南省残疾人
联合会副理事长（正处级）、党组成员，拟

晋升副厅级。
王年生，男，1963年1月出生，湖南衡

阳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
学位，1982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5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政府办公
厅金融工作处处长，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
室主任（正处级）、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
员。现任海南银行筹建工作组组长，海南
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省政府办公
厅党组成员，拟任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书记，提名为海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人选。

朱德镭，男，1972年10月出生，海南
万宁人，汉族，在职大学学历，经济师，
1992年8月参加工作，1997年6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历任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营
业部高级经理，副行长、纪委书记。现任
海南银行筹建工作组成员，交通银行海南
省分行副行长、纪委书记，拟任海南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书记，提名为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人选。

刘政权，男，1963年7月出生，湖南桃
源人，汉族，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
高级工程师，1981年7月参加工作，1995
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人民银
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清算中心助理调研
员（副处级），深圳金融电子结算中心金融
卡业务处处长、总工程师，深圳发展银行
电脑系统更新组组长（部门总经理级）、电
脑部（信息科技部）总经理，渤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资讯科技总监、副行长，广东华
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备组组长、行长、
党委书记。现任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职员，拟任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委员，提名为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
行长人选（试用期一年）。

吴竞择，男，1964年10月出生，重庆
人，汉族，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
高级经济师，1989年7月参加工作，2001
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人民银
行海口中心支行办公室副主任，货币信贷
管理处处长。现任海南银行筹建工作组
成员，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货币信
贷管理处处长，拟任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委员，提名为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副行长人选（试用期一年）。

符海碧，男，1963年6月出生，海南文
昌人，汉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经济
师，1986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3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人民银行广州

分行海口监管办事处合作机构处副处长、
农行监管处副处长、国有银行监管二处副
处长，中国银监会海南监管局国有银行监
管二处副处级负责人、办公室（党委办公
室）副主任，中国银监会海南监管局股份
制银行监管处处长、股份制银行现场检
查处处长、办公室（党委办公室）主任、国
有银行监管一处处长。现任海南银行筹
建工作组成员，中国银监会海南监管局
国有银行监管一处处长，拟任海南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提名
为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人选（试
用期一年）。

马文峰，男，1967年2月出生，吉林德
惠人，汉族，大学学历，公共管理硕士学
位，会计师，1989年 7月参加工作，无党
派。历任海南省政府办公厅金融工作处
副处长、调研员，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省信用管理办公室和省处置金融风险领
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正处级），省政府
金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兼银行保险处处
长。现任海南银行筹建工作组成员，海南
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拟提名为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人选（试用
期一年）。

刘忠信，男，1962年10月出生，江苏
东台人，汉族，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学
位，高级经济师，1982年 7月参加工作，
198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江苏
省财政厅办公室副主任、综合处副处长、
调研员，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财务处处长。
现任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拟任省交通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提名为海南省交通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人选。

黄兴海，男，1966年5月出生，海南三
亚人，汉族，中央党校大学学历，政工师，
1982年10月参加工作，1995年2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天涯水业（集团）
公司党委副书记，三亚市海棠湾管理委员
会副主任（正处级）兼三亚市海棠湾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三亚市政府副秘书
长（正处级），三亚市交通运输局局长。现
任海南省公路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拟
任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
书记，提名为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总经理人选。

李长征，男，1964年12月出生，甘肃
合水人，汉族，中央党校大学学历，1985
年8月参加工作，1985年5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历任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团
委副书记（副处级），华兰科技实业开发
公司经理（正处级），海南省洋浦经济开
发区管理局副处级干部、机关党委一级

主办，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工委）办
公室副主任、调研员，省稽察特派员办公
室稽察特派员助理，省国有企业监事会
工作办公室专职监事，省国资委国有企
业监事会工作办公室专职监事，省国有
企业监事会主席（正处级）。现任海南省
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海南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长，拟提名为海南海钢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人选。

苏金明，男，1967年 6月出生，湖北
鄂州人，汉族，大学学历，工程硕士学位，
副教授，1989年7月参加工作，1997年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鄂州大学建工
系主任，建筑与机械工程学院院长，建筑
工程学院院长，海南省建设厅副处级干
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乡规划处副
处长兼村镇建设办公室副主任、村镇建
设处副处长，三亚市政府副秘书长，三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三亚市规划
局局长，三亚市崖城镇委书记、人大主
席，市创意产业园工委书记，三亚市崖州
区筹备组组长。现任海南省三亚市崖州
区委书记，市创意产业园工委书记，拟任
省建设项目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党组
书记。

廖志武，男，1964年8月出生，海南定
安人，汉族，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医学学
士学位，主治中医师，1987年9月参加工
作，199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
南省卫生厅农村医疗合作处副处长、办公
室副主任，省卫生应急办公室副主任（正
处级），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处长，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省卫生厅计划财务
处处长。现任海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财务处处长，拟任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主任、党委委员、书记。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拟任人选思
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问题可以通过来
信、来电、来访、网上举报等方式进行。举
报人应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提倡实名举
报。我们将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履行保密
义务。

公示期限：2015年7月3日至9日，共
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98）12380，65378954（传
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

号海南广场1号楼308室省委组织部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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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主要目标是探索并逐步形成一套比较
成熟、符合实际的审计规范，明确审计
对象、审计内容、审计评价标准、审计
责任界定、审计结果运用等，推动领导
干部守法守纪、守规尽责，促进自然资
源资产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安
全。要紧紧围绕领导干部责任，积极
探索离任审计与任中审计、与领导干
部经济责任审计以及其他专业审计相
结合的组织形式，发挥好审计监督作
用。

会议强调，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
到实处，关键在领导干部。要坚持依
法依规、客观公正、科学认定、权责一
致、终身追究的原则，围绕落实严守资
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
红线的要求，针对决策、执行、监管中
的责任，明确各级领导干部责任追究
情形。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责任
的领导干部，不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
者退休，都必须严肃追责。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切实重视、加强领导，纪检监
察机关、组织部门和政府有关监管部

门要各尽其责、形成合力。
会议指出，国有文化企业是建设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力量，必须
发挥示范引领和表率带动作用，在推
动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中走在前列。要着力推动国有文化
企业树立社会效益第一、社会价值优
先的经营理念，完善治理结构，加强
绩效考核，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要建立健全两个效益相统一的评价
考核机制，形成对社会效益的可量
化、可核查要求。要落实和完善文化

经济政策，加强文化市场监管，不断
优化国有文化企业健康发展的环境
条件。

会议强调，改革越是向纵深发展，
越是要重视思想认识问题。要结合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抓好思想政治
工作，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看大
局、明大势，深刻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大意义，自觉站在改革全局的高度，
正确看待局部利益关系调整，坚定改
革决心和信心，形成推动改革的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把方案质量放在

第一位，坚持问题导向，抓实问题，开
实药方，提实举措，每一条改革举措都
要内涵清楚、指向明确、解决问题，便
于基层理解和落实。要把好改革方案
的主旨和要点，把准相关改革的内在
联系，结合实际实化细化，使各项改革
要求落地生根。要集中力量做好督察
工作，对执行不力、落实不到位的要严
肃问责。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员
出席，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列席会议。

把“三严三实”贯穿改革全过程 努力做全面深化改革的实干家

◀上接A01版
把征地拆迁前期工作做充分、做细致；
创新工作方法，放线、定桩、测绘、清
表、挖沟“5个同时”进行，现场放线定
桩，现场测量确认，量到哪里，清表到
哪里，一气呵成……一场争分夺秒的
征地拆迁攻坚战，在中线高速乐东段
全面打响。

仅仅8天，71公里定桩放线、7131
亩土地丈量全部完成，2163份补偿协
议全部公示，边界挖沟全部贯通，207
间5243平方米房屋及地上建筑物全
部拆除。

“这次征地拆迁，不仅推进速度快，
而且省心、顺心、暖心。”主政乐东3年，
指挥打赢西南电厂落地、殡葬改革、环
境卫生整治、西环高铁征地拆迁等一系
列大仗硬仗的林北川感慨地说。

省心——征地拆迁往往矛盾冲突
激烈，维稳工作棘手。然而，乐东的这
次征地却实现了零上访、零冲突，县里
为征地而成立的5个工作组中的维稳
组、打击违建组出乎意料地成了任务

“最轻松”的两个组。
顺心——征地补偿数目不菲，在

很多地方，修路架桥一有风声传出，就
会出现大量抢建抢种。而此次征地
中，乐东沿线71公里不少是荒山野岭、
无主地，却没有出现一例抢建，没有出
现一起抢种。“抢建抢种就是挡路，而
挡路就是挡财，挡好日子。政府不答
应，我们老百姓也不答应。”万冲镇国
强村村民刘林光说。他给记者算了笔
账：“中线高速要建了，虽然用到我们
的一些土地，但是今后，我们把水稻改
种瓜菜，每亩地几百元的收入就会一
下子提高到几千上万元，算算这个账，
你说值不值得？”

暖心——在几个乡镇采访，记者
看到的是被征地户的一张张笑脸，听
到的是一句句温暖的话语：“路通财
通，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支持？”在许多
地方，征地户土地权属纠纷是影响拆
迁进度的重要原因。然而，在乐东征

地拆迁中，农户土地纠纷却不再是征
地的绊脚石。许多农户自愿搁置争
议，配合征地。万冲镇国强村两村民
因界线不清出现了0.4亩的土地纠纷，
在工作组的调解下，他们各退一步，约
定先配合测量、砍树，签名征地，赔偿
款怎么分以后再说。

“我是共产党员，先拆我的”

“我是共产党员，先拆我的！”
喊出这话的，是位于高速公路互通

的千家镇永益村的老支书荣成秀。苦
心经营20多年的芒果园30多亩地，每
年带来至少16万元的收益，就像是他
的命根子。如今这里却面临征地拆迁。

村里其他拆迁户开始都不愿意
搬，纷纷来请这位曾做过22年村支书
的长辈拿主意。

想到3年后山岭变通途，村里一代
代人将从这里踏上幸福路，荣成秀咬
咬牙，下定决心：“先拆我的，党员不带
头谁带头？”在他的感召下，12户村民
没了二话，带上砍刀，各自砍倒了自家
的果树……

关键时刻，基层党员干部站了出
来，站在了最需要的地方。

万冲镇洋老村党支部书记刘明才
5月中旬因突发冠心病而入院，接受心
脏搭桥手术。10天后，当他顶着烈日，
拖着虚弱的身体，冒着豆大的汗珠，出
现在村里的征地动员现场，爬上正在
打桩放线的山坡时，涉及征地拆迁的7
个村小组114户村民被深深打动了，
他们动情地说：“这个地，你们征吧，我
们没意见！”

抱由镇番豆工作队队员陈文累
到小腿多次抽筋，摔倒在陡峭的山坡
上，却忍着剧痛一次又一次站起来继
续工作；

万冲镇副镇长杨恋英挺着怀胎6

月的肚子，放弃组织照顾，主动要求到
第一线，完成征地拆迁任务；

县安监局局长陈发强接到父亲病
危的消息，但因征地工作正处在紧要
关头走不开，等他忙完手头的事情匆
匆赶回家，却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
面。这个满心愧疚的男人，忍不住放
声大哭；

……
是什么力量让乐东参加征地拆迁

的基层党员干部如此付出、如此忘我？
重大项目，党建先行。这次征地

拆迁中，乐东启动县领导亲自挂帅驻
村指导、机关党员干部成立工作队长
期驻点真抓实干、镇委围绕部署积极
协助、村委会参与解决现实问题的“四
级联动”工作模式。这种上下联动、齐
抓共管的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干
部的核心作用，既有效推进征地工作，
又在工作中锤炼干部作风。

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县委县政
府领导班子成员既坐镇指挥，又亲临
一线与大家共同应对。征地工作启动
后，身为征地拆迁工作领导小组总指
挥的林北川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推进
工作的措施和办法，每天深入公路沿
线乡镇和村一线调研指导，排忧解难，
鼓劲加油。

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行动往
往就是无声的命令——

抱由镇实行“两个黑”的工作方
式：早晨天还黑的时候工作人员要到
达现场，晚上天完全黑了之后才收工，
强力推进征地工作；

黄流镇采取“白天主外晚上主内”
超常规工作方法：白天到现场征地，晚
上召开会议研究分析问题和解决之道；

万冲镇、千家镇发挥集体力量，发
动没有征地任务的村、率先完成征地
任务的村，支援帮助没有完成任务的
村，大大提速征地工作……

中线高速乐东段的土地上，留下
了基层干部辛勤汗水和串串足迹，写
下了共产党员的使命和担当。

“把工作做到百姓心坎里”

在千家镇抱梅村的一处果园里，
干部送来的井水，流向干旱的土地，也
滋润着被拆迁户的心。

在征地中，村里有一户果农一开
始不愿意搬迁，村党支部书记杨必雄
怎么做工作都没用。原来，果农担心
搬到另一个地方后，没有水，不通电，
生产生活会很不方便。杨必雄知道了
事情原委，立即安排解决。

几天后，当村干部吱吱嘎嘎地踩
着三轮车，送来清澈的井水，又给他们
运来电杆拉上电线时，淳朴的庄稼人
不知说什么好，紧紧拉住杨必雄的手
说，“我们马上搬。”

人性化拆迁犹如暖流阵阵。
在利国镇茅坡村租地搞种植的福

建人陈辉眼看着一株株芒果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青涩到成熟，却在即
将采摘的时候迎来了征地拆迁。陈辉
一下子慌了神，不由得产生抵触情绪。

工作组将心比心，决定先清点登记
芒果，暂缓清表等待摘果。镇领导主动
协助他组织摘果，还帮他联系销路。现
在，芒果园虽然没了，但他的心却是暖
和的：“干部很有人情味，我不仅没有损
失，如果加上补偿我还挣了一些。”

8天里，工作队共帮助拆迁村镇解
决诸如多年宅基地纠纷、符合条件的
却申请不到低保等96宗群众切身利益
问题。

“对待群众实诚，才能换来群众认
可。把工作做细做实，就能得到老百
姓的支持。”林北川说。

5月的最后一天，对千家镇抱平小
学教师容章坚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

的日子。
他和爱人半辈子省吃俭用，好不

容易在2005年盖了一座毛坯房，直到
5年后才攒了些钱装修。房子，承载着
一家人满满的幸福和希望。

得知自家房屋要拆迁，夫妻俩怎
么也舍不得。可是，身为教师的容章
坚深知高速公路对山里娃意味着什
么，那是山区孩子走出大山的希冀。
他主动提出搬迁。动迁那天，当轰隆
隆的铲车开向房子时，两口子不忍心
再看，站得远远的，泪水直下。

“房子没了，我是心痛，但是还可
以再建。路不通，山区的未来很难顺
畅，心痛也没用啊。”容章坚的话代表
了征地户的共同心声。

当挖掘机不能开进橡胶林挖沟，
万冲镇山明村群众扛锹带铲，主动配
合村干部挖沟；

当党员干部冒酷热、战高温作业
时，村民有的煮好凉茶端来，有的递上
毛巾，有的杀鸡宰猪犒劳大家；

当接到拆迁通知，番豆村村民符
志荣没有迟疑，第二天便从三亚赶回
家，拆了自家的房屋；

……
“乐东征地的加速度来之不易，这

得益于省委为我们配备了强有力的县
委领导班子，得益于从严治党，作风建
设全面落实。”万冲镇党委书记张国辉
说，“以前我们不少基层干部做群众工
作的本领不多，干劲不足，在群众中的
威信不高。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一
班人的率先垂范下，我们经过国电西
南部电厂落地、西环高铁征地拆迁、殡
葬改革等几场大仗硬仗，干部作风得
到锤炼，更加懂得如何做群众工作，和
群众的感情也加深了，工作起来也就
愈加得心应手。上下一齐心，再难的
工作也容易了。”

“大鹏之举，非一羽之轻；骐骥之
速，非一足之力。”乐东和谐高效拆迁，
谱写了一呼百应的鱼水新篇。

（本报抱由7月1日电）

胸有真情破千难
◀上接A01版
纪委（纪检组）班子成员和其他纪检监察干部在党风廉政建
设中应当承担的责任。

细分3个层级 明晰31项主体责任

据了解，《责任清单》中，“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被细
化分解为“党委（党组）领导班子责任”、“党委（党组）主要负
责人责任”、“党委（党组）其他班子成员责任”等3个层级。

《责任清单》明确了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应当承担的严
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和其他各项纪律；
加强对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把纪律挺在前面，加
强对党员干部的日常教育管理监督等19个方面的责任。

对于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责任清单》明确了及时
传达学习上级有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部署要
求；加强对班子成员和下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严格管
理监督；严格履行“一岗双责”，发现班子成员的违纪违法
问题，及时向上级党委和纪委报告等7个方面的责任。

《责任清单》对党委（党组）其他班子成员的责任从对职
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主要领导责任；对分管部门和联
系单位党员干部加强教育管理监督等5个方面进行了明晰。

聚焦主业主责 明确26项监督责任

《责任清单》中，“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被细化分解为
“纪委（纪检组）领导班子责任”、“纪委书记（纪检组长）责
任”、“纪委（纪检组）班子成员责任”和“其他纪检监察干部责
任”等4个层级。

对于纪委（纪检组）领导班子，《责任清单》明确了协助
党委（党组）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切实履
行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责；持之以恒开展对中央八项规定和
省委省政府二十条规定精神贯彻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等
14个方面的责任。

《责任清单》明确了纪委书记（纪检组长）应当承担的积
极协助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推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两个责任”落实等5个方面
的责任。

对于纪委（纪检组）班子成员，《责任清单》明确了推动
落实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对所分管的监
督执纪问责工作负主要领导责任4个方面的责任。

对于其他纪检监察干部，《责任清单》明确了高质量、高
标准完成组织和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自觉按照党章、
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各项规矩办事等3个方面的责任。

海南率先出台
“两个责任”清单

◀上接A01版
扶持少数民族特色产业发展；结合农村危房改造政策进行
村落整体改造，打造民族特色旅游文化村等提出了建议。

会议研究了《省委践行“三严三实”真抓实干促发展乐
东现场会方案》，决定于7月8日下午至9日上午在乐东召
开现场会，以身边的典型树立起践行“三严三实”的标杆，发
挥榜样的教育示范作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毕志强、副省长何西庆、省政协副

主席陈辞列席会议。

坚决贯彻中央要求
巩固深化巡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