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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激发机关党建工作动力
——省直机关党委书记抓机关党建工作述职报告摘登

根据省委要求，2月16日，2016年度机关党委书记述职暨2017年全省机关党建工作会在海口召开。会上，省直机关10位机关党委书记以“抓机关党建工作”为主
题，以“成绩清单”“问题清单”“任务清单”为主要内容，逐一进行述职报告并接受与会代表作出的民主评议。本报对述职报告予以摘登（按发言顺序排列），敬请关注。

落实主体责任 提升机关
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
省高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机关党委书记 刘诚

制定机关党建责任清单，将党建工作做为
第一责任，充分发挥党内监督作用，明确机关
党委、机关纪委、基层党支部的责任要求和工
作范围。加强对党员的日常管理和监督，抓好
党建脱贫攻坚工作；抓好党建带群团建设，丰
富职工文化生活，组织党员干部参观革命传统
教育基地及图片展累计40场，邀请专家学者讲
座6场，参加培训干警累计1800人次。

2017年将进一步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
加强完善机关纪检工作，不断强化责任意识和
廉政意识，以党建带队建促审判为主线，带好
党员队伍，严格执行党费缴交制度和党费管理
制度。

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构建
从严治党新格局
省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

机关党委书记 陈如军

坚持标本兼治，压实主体责任，明确各级党
组、各党支部的主体责任。健全体制机制，出台
《构建全面从严治党新格局实施意见》等7个文
件，改革创新，焕发党建工作新活力。抓好脱贫
攻坚工作，改善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构筑监
督管理新体系，探索建立各直属局纪检组长由
省局派驻模式，确保监督的常态化、过程化和全
覆盖。2016年组织税费收入650.9亿元，其中
税收收入422.6亿元，同口径增长13.2%。

下一步，我们将抓实主体责任，抓牢党建
基础，抓好领导班子，抓严反腐倡廉，抓活基
层建设，构建全面从严治党新格局，为税收工
作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履行党建工作责任制 推进
机关基层党组织建设
省审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机关党委书记 刘劲松

加强基层党支部基础建设，开展为期三
个月的“整纪律、明职责、提效能、促发展”纪
律作风专项整治活动。发挥机关党组织优
势，服务脱贫攻坚工作，筹措资金500多万元
改善贫困村村容村貌。坚持挺纪在前，严肃
党内组织生活，严格党员教育管理。印发
《“两学一做”工作简报》，开展党务骨干专题
培训及“两学一做”知识测试。

下一步将确保责任明确到位、措施落实
到位、问题解决到位。认真履行抓党建直接
责任人的职责，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长效化，完善和规范党组织生活制度，
建立健全党建工作机制。

以党建促业务促发展
省工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机关党委书记 陈万馨

抓思想教育，创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方式和载体。抓基层组织建设，完成机关党
委（纪委）和各个党支部换届工作，对6个挂
靠行业协会党支部进行整改。创建“机关党
建示范点”，以党建促进脱贫攻坚工作的开
展。抓党风廉政建设，抓党风转作风，实现工
业上缴税收占全省的26.7%，互联网产业增
长33%，医药产业增长10%，新增高新技术
企业21家，招商签约130个项目。

下一步我将从严履行好书记职责，从严
抓好思想建设，从严规范党内生活，从严抓好
党内监督，从严深化作风建设；从严加强自身
建设，着力营造以党建促业务、促发展、促增
长的良好氛围。

加强机关党建工作 促进
旅游产业发展
省旅游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机关党委书记 陈铁军

从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制度加强
党建。推动14个支部挂钩帮扶贫困村，制定
《省旅游委机关党委工作制度》等一批内部管
理制度。以党建促业务取得实效，促进旅游
产业的建设。全年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12.87%，旅游总收入增长16.97%，旅游业增
加值增长10.9%，对12个重点产业的总体增
长贡献率达到11.4%。

2017年要加强理论学习，做到全体党员
不分职务高低一律参加党的组织生活、遵守
党的纪律、接受各方监督。落实“从严”的要
求，落实三级党组织主体责任，抓好关键少
数，使从严治党的责任落实到位。

狠抓党建工作落实
省物价局党组书记、局长

机关党委书记 吴明月

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为主线，以“服务中
心、建设队伍”为核心，夯实党建基础，在“机
制”上做文章。组织生活、学习制度化，干部
队伍培训常态化。帮助澄迈珠宝岭村党支部
完善组织制度，该村党支部被省委授予“先进
基层党组织”。坚持党建业务双推进、双落
实，全年共查处价格违法案件185件，实施经
济制裁1.9亿元。

下一步要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全面落
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健全和完善党建工作
实绩考评体系，活跃党建氛围，加强对群
团组织的指导，开展好暖心工程，丰富业
余活动，造就一支为民、务实、清廉的党员
队伍。

以党建推动改革、促发展
海口海关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直属机关党委书记 黄炳坤

成立海口海关党的建设领导小组，推广
“支部建在科上”基层党组织管理模式，带头
并推动各级党组织书记上党课264次；促党
建基础稳固，促党建业务融合，自主开发“党
建目标管理考核系统”实行在线量化考核；出
台党组落实12项党风廉政建设制度规定，促
队伍风清气正；促党建工作创新，充分发挥新
媒体的先声和引领作用。

下一步要着力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推
动党建主责落地，完善党建述职评议考核
机制。着力加强基础建设，探索推动“党
建+”工作模式，加强监督问责和推动工作
创新，为争创一流海关奠定坚实的思想和
组织保障。

提升机关党建科学化
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海口出入境边检总站党委委员

副总站长、机关党委书记 韩明光

建立并巩固党建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
制，把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堡垒”，坚持“落
实到基层、落实靠基层”。突出党建引领，在
服务地方发展中注入“动力”。美兰站被评为
省直机关党建示范点、“先进基层党组织”，被
授予“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称号，并作为
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被公安部推荐授
予国务院荣誉称号，我们发挥典型引领作用，
组织50多家单位、1200余人到美兰站进行
学习交流。

今后我们将把党的组织生活基本动作和
基本环节落实好、做扎实，真正把管党治党的
责任传导落实到基层“神经末梢”。

以党建创新引领 主动适应
经济发展新常态
省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

副局长、机关党委书记 丰圣少

抓好基础管理，落实主体责任，坚持党建
工作与业务工作同研究、同部署。抓好监督
执纪，落实作风改进，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实
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好问题整改，落
实责任清单。抓好党建工作，落实促进发
展。全年邮政企业和快递企业业务收入累计
完成约20亿元，同比增长近30%；业务总量
累计完成约17亿元，同比增长近34%。

下一步我将抓好党建工作，严肃规范党
内政治生活，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特别是

“三会一课”等制度。不断深化干部作风建
设，强化党建带群建的工作，加强各党组织自
身建设，持续推进“两个责任”落实。

以党建促扶贫攻坚 加强
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省农科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机关党委书记 邢福能

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发挥先进示范
引领作用，我院果树所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
基层党支部”荣誉称号，并被确定为省直机关

“党建示范点”。以党建促脱贫攻坚，建设服
务型党组织。坚持“脱贫攻坚，科技先行”，融
入全省脱贫攻坚战。抓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
建设，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今后我将继续加强党员学习教育，做好
党员思想政治工作。认真落实“三会一课”等
党内制度，促进党内政治生活日常化、规范
化，持续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
不断加强群团组织工作，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本报记者 王玉洁 通讯员 孙勇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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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论

一鸡何以有十爪？

■ 张成林

当前，内河治理成为许多城市无
法回避的痛。海口以美舍河为示范点
开启31个水体治理，并确定要在3月
中旬取得明显成效。此次治理与以往
不同，创新性地采用了“控源截污、内
源治理、生态修复、景观提升”的治理
方式，以达到美舍河的长治久安。这
种治理方式无疑为内河治理提供了新
的解题思路。（2月16日《海南日报》）

河流之于城市，犹如血液之于人
体，河流是否顺畅、清净，直接关系到

城市的健康与灵动。美舍河，贯穿海
口南北，被誉为府城地区的母亲河，虽
然地位如此重要，却仍然要遭受生态
之痛。淤泥泛滥、水体浑浊、鱼类死
亡、气味腥臭……即便经过多次从严
整顿、治理，诸多“硬伤”依然故我，没
能从根子上得到恢复。事实上，类似
情况不仅仅限于美舍河，不少城市内
河普遍面临着“治而未愈”的尴尬。原
因何在？笔者以为，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就在于之前的治理方式不尽完善。

就以往来看，城市内河的治理，多
是静态的、单一的。鱼虾死亡，便防止
海水倒灌；水体有变，则严惩岸源污染
……虽然力度够硬、措施很严，但终究
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虽能取一时
之效，却很难实现长治久安。这种为

控污而控污、为治理而治理的方式，所
看的多为当前，所治的多是河水，没有
从长远着手，把河流与城市作为一个
有机整体综合考虑。试想，即便水体
清净了，倘若岸上景观依然如故，那
么，河流即便再清澈，也只是穿城而
过，很难与城市相融相生。

纵观中外历史名城，多与河流相
伴相生。河流，以其丰饶滋养着一方
百姓，以其厚重涵养着城市底蕴。河，
因城而名；城，因河而著。河与城的良
好互动，就在于彼此之间的深度相
融。基于此，城市内河的治理，不应只
是单纯地就河言河，而应当是一个增
益城市内涵的过程，是河流与城市相
融相生的过程。毫无疑问，这对当前
内河治理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

情况下，我们要努力提升内河治理层
次，变单纯的静态整治为整体的动态
治理，既要关注水体，又要兼顾岸上，
既要注重当前的污染防控，又要做好
长远的生态修复、景观提升。

事实上，这一内河治理思路在我省
已有实践，并且已经取得良好成效。近
年来，三亚在“双修”“双城”中不断加大
对母亲河——三亚河的治理力度，健全
污水管网、杜绝非法养殖、加大暗访巡
查，同时，加强城区水系规划、还绿于民
构建湿地公园、实现水系的互联互通
……正是靠着这种立足长远、综合施策
的动态治理，通过不遗余力恶补历史欠
账、不计成本做好基础工作，才最终换
来了三亚母亲河的生机活力，才出现了

“碧海蓝天归白鹭”的美好画面。同时，

在美丽母亲河的“滋养”下，三亚滨海之
城的美誉也更加彰显。

可喜的是，这种以系统思维整治
内河的思路，正在我省逐步推广开
来。控源截污、改善河岸景观、进行生
态修复……在海口美舍河等 31 个水
体的治理中，这些举措看似与水体无
关，实则“功夫在诗外”，不仅可以有效
改善内河水质，还能实现河岸的靓化、
美化，从而极大丰富内河功能，推动内
河与城市的互动融合，这不正是两全
其美的治理举措吗？相信，随着这一
内河治理思路的逐渐落地、生效，再辅
之以严实的整治举措，越来越多的内
河“疾患”将得到有效根治，这些内河
也将以更为生机灵动的姿态，融入到
城市的发展之中。

用系统思维治理城市内河 用较真的精神
守护公共安全
■ 邓瑜

据报道，海口市公安局城市警察支队琼山
大队联合琼山区城管特勤一队，近日端掉了一
个以电动车维修店为掩护的黑煤气窝点。从报
道中可以看出，整个巡查过程一波三折，巡查人
员尾随问题电动车，发现疑点按兵不动，确认是
黑窝点后当即现场查处。巡查人员如此火眼金
睛和认真细致，无疑是公共安全保障的福音。

众所周知，使用超期瓶、报废瓶进行灌装，
液化石油气掺杂二甲醚，如此黑煤气具有很大
的危害性，稍有不慎，便会引发安全事故。事实
上，类似的安全事故已经多有发生。随着城区
拆迁改造的推进，使用瓶装液化气的家庭多集
中于偏僻的街巷之中，加之为了躲避执法部门
的检查，黑煤气窝点常常改头换面，乔装打扮，
多藏身于人员密集的深巷居民区中，隐秘性很
强，一旦发生安全事故，造成的伤亡会更大。

但安全隐患再隐秘，只要监管到位、检查到
位，就没有发现不了的问题。海口电视台《亮
见》节目曾针对群众身边的公共安全问题对话
海口相关职能部门，其中就有一起黑煤气窝点
案例。在接到市民投诉后，为揪出存放黑煤气
的仓库，该节目记者进行了多天的跟踪调查，最
终在一条巷子里找到隐身居民区的仓库。看过
该节目的观众不禁发出疑问，对黑煤气窝点，为
何记者能找到，相关职能部门却发现不了？这
也警示我们，只要下真功夫，本着安全无小事、
事事较真的精神，黑窝点就不难整治。

市民的“安身和安心”，是城市的里子，也是
城市的面子。守护公共安全，没有侥幸可言。
政府职能部门和执法部门需要主动作为精神，
敢于动真碰硬，才能有效杜绝安全隐患的发生，
守护好广大群众的安全。海口市委、市政府和
海口市公安局此次主动出击，组织警力深入街
巷排查，严查非法存储、销售煤气违法犯罪行为
的做法值得肯定。希望诸如此类对安全隐患的
排查，能够成为常态，相关部门以认真、较真的
精神，从严查处，让各种安全隐患无处藏身。

■ 袁锋

为巩固“创文巩卫”成果，凡违反
三亚市养犬管理暂行办法的，一律受
罚。饲养人不立即清除犬只在公共场
所排放粪便的，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处50元以上300元以下罚款。（2月16
日《南国都市报》）

近年来三亚的宠物犬数量明显
增加，但养犬人的文明素质却难以同
步提升。有三亚市民反映街上遇到
一些宠物犬“随地拉屎，随时伤人，确
实恐怖”，还有市民称白鹭公园已经

“深受其害”。不文明养犬的种种乱
象，早就让许多人不胜其扰，在三亚

“创文巩卫”的全景之下，更是与整
洁、文明、秀丽的城市形象与追求格
格不入，分外刺眼。既然有关养犬管
理办法已经出台数年，就应该维护其
严肃性，避免沦为一纸空文。既然

“创文巩卫”事关你我，不能松懈，就
应该借其东风，让文明养犬引领风
尚，深入人心。“不以六律，不能正五

音。”一个人对规则的遵守程度，标志
着其文明修养水平；一座城市对规则
的遵守程度，标志着这座城市的文明
高度。有规则意识，才会有文明市
民。因此，对养犬行为的规范，并不
只是保持市容卫生、改善城市形象这
么简单，而更事关居民公德意识的培
育、修养素质的提升，以及城市文明
的塑造、城市精神的超越。

践行文明生活，我们的关注点不
该是相关规定罚款的高低，而是文明
行为的点点滴滴。以规则规范治理市
民不文明养狗行为，我们还有许多功
课要做。例如，从提高有关城市养犬
管理规定的知晓度入手，创新宣教方
式，强化大众教育；从对养犬管理规
定的刚性执行做起，有关部门加大巡
查力度，对违规的行为，该警告的警
告，该处罚的处罚，以维护法规的权
威，营造良好氛围。让文明养犬成为
一种习惯，离不开教育的引导、法制
的规范、环境的熏陶，但终极的出路
在于居民的认识转变乃至自觉行
动。当每个养犬市民都能自觉遵守
规则，管好爱犬，我们的城市才有望
弹奏出文明的“五音”。

文明养犬彰显公德意识
别误读了“半数
富豪无高学历”

胡润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17社会
大学英雄榜”显示，登上胡润百富榜的
2000多位资产达20亿及以上的企业家
中，有一半人没有全日制本科或研究生
学历。胡润表示：“通过做这个报告，让
我学到了‘英雄不问出处’这句话。”

初看新闻标题，的确让人惊愕不已，
人们对此有着见仁见智的不同解读。但
不可否认的是，与“半数富豪无高学历”
相对应的，却是“半数富豪拥有高学
历”。祭出这样的命题并非是要玩概念
游戏，而是谨防由此导致的误判和误读。

诚然，历史和现实的无数事例印
证了“英雄不问出处”此言不谬。但胡
润将此定义用于“半数富豪无高学历”
的语境之下，却难免会引发不同的解
读。其言外之意是不是要告诉人们“财
富”与“学历”无关，拥有“知识”未必就
能“成功”。学历不等于能力，成功不
专指财富，创业聚财需要知识的力量，
别盲目笃信“读书无用”，这应该是人
们客观理性地看待“半数富豪无高学
历”的基点和底线。 （郑桂灵）

俺还活得好好的！

重庆市民王某到一餐馆就餐，
到厨房称了只5.7斤重的鸡。看到
员工将鸡丢进一个大桶内开始磨
刀，其回到餐桌。上菜后却吃出10
个鸡爪子。经查，大桶里有“暗格”，
菜是用冻鸡做的，所点的那只鸡还
活蹦乱跳。经调解餐馆老板赔了两
桌食客各1000元。

一只鸡竟然吃出10个鸡爪，引
得网友大呼“厉害了，我的鸡！”鸡是
好鸡，可为什么吃不出好味道？原
来是店家的心“坏了”，竟以次充好，
拿冰冻鸡肉代替活鸡，欺蒙消费
者。幸好消费者有“火眼金睛”，察

觉出了店家殷勤背后的假象。事实
上，不守规定，以次充好，看似能得
一时之利，而实际上目光却极为短
浅。餐饮经营贵在品牌，而品牌难
立易毁，需要一以贯之的诚信经营
和优质服务，像这一商家的偷奸耍
滑，无异于自毁形象，久而久之，门
前冷落，经营惨淡。这正是：

餐馆就餐点活鸡，
一鸡十爪满心疑；
以次充好毁口碑，
诚信经营客莫欺。

（图/王成喜 文/张成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