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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的椰城，温暖
如春，晴空万里之际，
正是忙碌作业的好时
光。在海秀快速路、美
安科技新城、万达商业
综合体等项目施工现
场，一辆辆大型运料车
来往穿梭，挖掘机长臂
挥舞，工人日夜赶工的
画面，让人看到这座城
市迸发出的希望。

近年来，海口市持
续加大作风建设力度，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并
结合实际，全面启动了
城乡党组织结对共建
和联手扶贫活动，不仅
使得城乡面貌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大
大增强了基层党组织
的凝聚力，提振了机关
干部的精气神。

2015年，海口启动
“双创”工作后，更是大
力弘扬“5+2、白加黑”

“钉钉子”“马上就办”
和“拍拍看”四种精神，
发扬“大海胸襟、椰树
风骨、三角梅品格”的
城市品质，持续推进机
关干部的作风转变，加
快了城市建设的步伐。

持续推进机关干部的作风转变，促进城市建设步伐加快

好作风成就海口新篇章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张云

加大问责
倒逼干部作风转变

交通秩序混乱无人管、农贸市场“脏
乱差”、被举报的违建仍在“长高”……
2015年12月20日晚，《亮见》第四问在
海口广播电视台直播大厅举行，直面群
众反映强烈的干部作风以及不作为等问
题，面对镜头的官员们纷纷解释、表态、
道歉，节目主持人和嘉宾们的追问、“炮
轰”更是让这些官员频频冒汗。

这档以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突出问
题，纠正干部不正之风为目标的节目，
已成为海口市深化“三严三实”专题教
育的公开课。尤其是去年以来，海口通
过开展电视直播评议活动，倒查追责，
推动海口全市干部队伍作风持续好
转。针对节目曝光的交通乱象、违法建
筑整治不力、农贸市场和公共厕所管理
不善等问题，有关部门已问责64人，曝
光问题全部得以解决。

《亮见》紧盯干部作风问题，“把作
风问题‘上纲上线’，脸要更红、汗要出
得更透，运用电视直播的不确定性倒逼
部门‘一把手’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情
况了如指掌，要不然上台就难看。没有
在台上的干部也要出出汗，反思所在部
门有哪些问题会被老百姓投诉，及早梳
理整改，这种倒逼的方式，推动了干部
作风的改变。”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
日前刊文称，“亮见是一档以解决群众
反映强烈突出问题，纠正干部不正之风
为目标的节目，已成为海口市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活动的公开课”。

“人还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
秀英区委书记张霁说，问责使干部对权
力、对群众更有敬畏之心，能够主动承
担起应有的责任担当，工作作风变了，
难事也就不难了。

外部倒逼，内部紧盯。海口市成立
机关作风检查组采取明察暗访、实地查
证、交叉检查和个别走访等形式，还深
入市、区所有党政部门、54个乡镇街道、
51个村居委会和30个服务窗口，对干

部作风纪律情况进行检查。
仅2015年一年，海口市加大查处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
通对群众反应强烈的问题线索进行挂
牌督办，限时办结，发现问题33个，通
报批评143个单位、224人，诫勉谈话
41人、组织处理47人、党政纪处分43
人。截至目前，全市累计152人次因推
动“双创”工作不力被问责。

小处着手
好作风紧系民生

海南建省时间短，作为省会城市的
海口经济底子较为薄弱，历史欠账多，
贫困村问题也曾阻碍城市前进的步伐。

2012年开始，海口在总结以往扶
贫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启动了城乡党组
织结对共建和联手扶贫活动，照“市级
领导到贫困村、党政部门到难村、政法
部门到乱村、经济部门到穷村、农科部
门到专业村”原则，组织39名市级领导
干部、297个市（区）机关（企事业单位）
党组织与全市407个农村（社区）党组
织和145个贫困自然村结对，“一对一”
帮扶共建，力促城乡党组织融合互动，
资源共享。

通过结对共建，求真务实、真抓实
干的多了，夸夸其谈、坐而论道的少
了。广大干部经受了磨炼，锤炼了作
风，增强了党性，以优良的作风树立起
为民实干、团结实干、创新实干的新形
象。有村民曾感慨地说：“党的政策好、
百姓实惠多，党员干部好作风带动了农
村经济的发展。”

不仅如此，城市建设中的一件件琐
事，都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考验着
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水平，也考验着干
部的执行力和责任担当。省委常委、海
口市委书记孙新阳多次要求，在推动干
部转作风的过程中，要通过引导干部从
解决每一件看似不重要、不紧迫的“小
事”入手，提升干部的责任意识和服务
群众的能力。

在一次政企座谈会上，海南酷秀公
司反映企业融资难题后，海口市金融办

与市财政、商务等相关职能部门仅用一
天半就完善了酷秀公司2000万元的贷
款手续。酷秀公司总经理王海峰感慨，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海口干部作
风转变真大。”

五源河出海口因长满水浮莲堵塞
河道后，秀英区长流镇在属地巡查中发
现后，区环卫局及长流镇密切配合，发
扬马上就办精神，于第二天凌晨5点多
开始，组织近100人对五源河道及沿岸
的垃圾进行清理。

解决停车难、打车难，整治小区卫
生环境脏乱差……在海口，这些小事
成为检验干部作风的试金石。与此同
时，海口市要求领导干部走出机关、走
到基层一线，推动领导干部以上率下
先转作风。

为改善城市环境，海口还启动了
交通秩序、环境卫生等六大整治行动，
并建立了市区两级领导挂点和机关单
位包点的责任制度。各级领导干部纷
纷投身其中，“白天忙工作，晚上治理
忙”，和街道、社区干部一起疏导交通、
打扫卫生、劝阻占道经营、清理小广
告，全市一股股清风扑面而来，吹进了
百姓心里。

从过去慢作为或不作为，向现在的
主动身体力行“四种精神”转变，海口的
作风建设力度不断加大，通过向作风要
效率、向作风要红利，海口一些重点工
作、难点问题得以推动和解决，为城市
发展“保驾护航”，打开了经济社会发展
的大好局面。

长效机制
作风建设没有终点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一次次督
查，一次次查处，体现的是海口市委、市
政府下决心、出重拳、动真格整风肃纪
的气魄。正党风、促政风、带民风，这是
近几年来海口市作风建设中的最强音
符，更是该市作风建设的方向指南。

海口市委副书记、市长倪强说，海
口全面开启“双创”模式，强化作风建
设，营造了政通人和、人心思进的氛围，

形势月月向好、向快，实现了抓“双创”
工作和“稳增长”，两手抓、两不误、两促
进的良好局面。例如：棚改工作大大提
速，拆迁补偿政策进一步优化，货币化
安置模式全面推行，完成投资103亿
元、改造2.45万户、惠及9.46万人，超额
完成省政府下达任务，棚改数量全省第
一；打违工作大大提速，从被省里批评
到最后被表扬，最后拆除违建366.4万
平方米、全省第二；投资项目百日大会
战 237 个项目开工 233 个、完成投资
168亿元，占计划投资额的181%、占全
省计划投资额的64.6%，创历史新高；
全力推动产业发展，启动演丰、石山等

“互联网+”产业小镇建设，引进阿里巴
巴等互联网龙头企业落户，海口“新药
谷”启动建设，互联网产业和医药产业
展示出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等。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海口将继
续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作风建
设，把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干部选拔任
用、教育培训和日常监督管理中，注重
培养选拔政治强、懂专业、善治理、敢担
当、作风正的领导干部，改善领导班子
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健全干部考核评
价机制，完善干部能上能下机制，始终
保持干部队伍活力；强化基层党组织政
治功能和服务功能，全面加强基层党组
织和基层政权建设等。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好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海口
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李湖表示，海口将
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贯彻
执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深入践行“三
严三实”，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
委省政府二十条规定，驰而不息纠正

“四风”，持续发扬“四种精神”，健全改
进作风长效机制；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
态势，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强
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着力构建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努力实
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经
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本报海口1月27日讯）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为从制度层面构建严管干部作
风的长效机制，海口日前制定出台三
项管理规定：《海口市市管领导班子

“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后评估暂行办
法》《海口市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实施细则（试行）》《中共海口市委组
织部关于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
进行提醒、函询和诫勉的实施细则》，
拟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通过从严
管理、严格监督和构建合理用人机
制，促进干部作风持续好转，助推海
口转型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

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把权力关
进制度的笼子。重大决策事项、重要
干部（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
额资金使用正是干部最易出现问题的
地方。《海口市市管领导班子“三重一
大”事项决策后评估暂行办法》就是有
针对性地制定笼子，从制度上消灭“一
言堂”和决策失范行为，确保领导班子
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严是爱，宽是害；小洞不补，大洞
吃苦。从严管理、严格监督既是对干
部的严格要求，也是对干部最大的关
心爱护和保护。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
委关于加强干部管理监督工作的部
署要求，突出加强领导干部日常监督
管理，依据中央、省委的相关规定，海
口市结合实际制定了《中共海口市委
组织部关于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
部进行提醒、函询和诫勉的实施细
则》，通过对领导干部进行提醒、函询
和诫勉，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着
力解决干部管理监督中失之于宽、失
之于软的问题，促进干部健康成长。

能上不能下，一直是制约干部工
作的一个难点问题。《海口市推进领
导干部能上能下实施细则（试行）》，
明确了在“双创”工作、重大项目推进
等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和应对重大
突发事件中存在严重失职、渎职行为
的干部，配偶已移居国（境）外，不执
行重要情况请示报告制度等十八个
方面问题的干部，采取调离岗位、改
任非领导职务、免职、降职等方式予
以调整。 （本报海口1月25日讯）

桂林洋经济开发区干部协助渔民修补被台风损坏的渔船。 本报记者 古月 摄海口各机关党员干部积极参与“双创”。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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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出台
三项管理制度
构建从严管理干部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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