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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10日讯 （记者刘操
通讯员陈远志 马亦冲）根据省委统一部
署，2016年8月至10月，六届省委第十
三轮巡视对三沙市和49个省直单位党
组织开展巡视，实现了六届省委巡视全
覆盖。5月10日，省人大机关党组、省政
协机关党组、省人防办党组、省机关事务
管理局党组、琼台师范学院党委、海南经
贸职业技术学院党委、海南外国语职业
学院党委、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党委
8个单位党组织向社会公布了巡视整改
情况。

省人大机关党组：
切实增强整改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问题：一些党组成员存在“二线”思
想，协调统筹部门工作不够到位

整改：省人大机关党组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把学习
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同抓好巡
视整改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对账销号制
度，做到解决一个、销号一个、巩固一个，
切实增强整改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切实
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发挥表率和模范带
头作用，安排5次党组中心组集体学习，
组织参加省委举办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轮训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
建立综合协调机制、联席会议制度和机
关微信工作群，完善工作月报告、周报告
制度，切实解决各工委工作分割独立，形
成各自“工作圈”的问题。

问题：围绕省委中心任务服务保障
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职的工作不够
扎实

整改：紧紧围绕省委中心工作大局，
制定完善省人大监督工作机制和专题询
问等制度，2016年10月加大了《矿产资
源法》执法检查力度，增加暗访抽查和接
受群众举报等方式，并积极同省政府及
有关职能部门沟通联系，有效遏制了非
法采砂泛滥问题。坚持立法公开，制定
出台法规草案征求省人大代表意见和立
法公开的工作规定，落实《基层立法联系
点工作规定》，深入儋州、琼海等地召开
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2016年9月份以
来共有10项地方性法规草案公开向社
会征求意见。省人大有关部门专门与省
政府督查室研究加强人大代表建议办理
督办措施，采取事先、事中、事后督查相
结合的方式，积极发挥代表主体作用。
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的3项法规议
案已审议通过，另2项已列入2017年立
法计划，278件建议全部办理完毕并答
复代表。

问题：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不够有力，党建工作存在薄弱环节

整改：机关党组细化抓党建第一责
任人的责任，明确每年听取党建工作汇
报和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不少于2次，
各党支部会议实现常态化，建立机关党
委和党支部换届时间台账，机关党委每
季度开展检查。组织2次专题廉政教育，
扎实开展廉政风险排查和防控，建立配
套措施完备的廉政风险防控制度体系。
开展立行立改，机关党员共补缴党费
24.22万元。对照巡视抽查和自行抽查
发现的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情况不实的问
题，分别给予5人批评教育和谈话处理。

省政协机关党组：
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问题：党的领导弱化，领导干部担当
进取意识不强

整改：省政协机关党组注重加强思
想教育引导，党组成员结合民主生活会
认真查找问题，强化党性修养，落实严实
要求。修订完善《中共政协海南省委员
会机关党组会议重大问题议事规则》，明
确机关党组议事决策程序和范围，充分
发挥机关党组把方向、议大事、管全局、带
队伍的领导核心作用。围绕“懂政协、会

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
目标，召开全省市县政协主席、秘书长学
习培训暨经验交流座谈会，将政协委员
的履职培训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并作为
一项基础性、长远性的工作持续用力。

问题：机关党建工作缺失，党员教育
管理制度不落实

整改：成立省政协机关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设立了学习工作办公室，制定
《省政协机关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制
度》，明确机关党组书记负主责，扎实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2016年以来共
组织13次中心组学习活动，党组成员以
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支部活动并带头讲党
课。安排部署机关党委、党支部换届工
作，健全组织生活制度，每半年对各支部
工作进行检查评比，重点治理组织生活
不经常、不正常的问题。规范党费收缴、
管理和使用，共补交党费2.39万元。对
违规委派到直属单位兼职的人员进行岗
位调整，在前期审查的基础上，再次组织
审核22名机关干部的人事档案，规范选
人用人工作。

问题：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
任”不力，管党治党不严不实

整改：全面梳理规章制度，筛选出41
个汇编成册。制定《省政协机关党组履
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纪委履行监
督责任清单》，机关党组书记和党组成员
等先后开展谈话提醒126人次，让咬耳扯
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围绕建设“学习
型、创新型、服务型、效能型、和谐型”政协
机关的要求，采取集中理论辅导、岗位业
务培训、外出参观交流等方式，提高党员
干部政治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水平，有
效发挥参谋助手作用。成立督导小组，
每季度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督导检查活
动，全机关推行网上考勤制度，按请假规
定扣回多发的工资，并对当事人进行谈
话，机关“庸懒散”现象得到有效整治。
2016年1月1日，全部退回调用省政协干
部培训中心的8台车辆。圆满完成省政
协六届五次会议的组织和服务保障工
作，加强对会议议程、会务费用等环节的
审批监管，坚决把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
省政府二十条规定精神落到实处。

省人防办党组：
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各

项规章制度

问题：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不严格
整改：省人防办党组认真履行巡视

整改责任，把巡视整改作为建设高效廉
洁机关的新起点，制定20项制度规定，
务求形成长效防控机制。认真组织学习
《党章》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修订完善《中共海南省人
民防空办公室党组议事决策规则》，规范
党组会议、主任会议议题范围，加大对会
议决策落实情况的督查力度，维护好党
组的领导核心作用的权威。

问题：缺乏人防战略意识，信息化建
设滞后

整改：严格落实国家人防“十三五”
规划有关建设要求，制定长期整改措施，
研究提出全省市县人防信息网络、战备
数据和人防工程数据建设目标、时限，协
调推动市县人防办落实机构和人员。对
全省各市县人防工程审批情况进行全面
检查，部署对全省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
进行专项检查，已追缴易地建设费
6914.88万元，补建人防工程5.4万平方
米。联合财政厅印发《关于规范防空地
下室易地建设费减免审批工作的通知》，
规范易地建设费减免审批工作。

问题：机关党建工作抓得不严，教育
活动重形式轻内容

整改：制定《海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基层党组织会议记录规定》，严格落实

“三会一课”等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党员
学习教育。完成机关党委和各党支部换
届工作，配备兼职副书记1名，配齐各党

支部班子。规范党费收缴标准和管理，
补收党费共6989元。对3名不如实填
报个人有关事项的干部进行谈话提醒，
暂缓1名干部的提拔任用。

问题：好人主义盛行，行业监管薄弱
整改：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各

项规章制度，建立诫勉谈话提醒制度，成
立机关纪委，并大力支持机关纪委发挥
职能作用，及时对有关违纪人员进行处
理，辞退聘用人员1名、给予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1人。对我省防护设备定点生产
企业进行全面检查，2017年将委托省人
防定额站抽查全省40个已竣工的财政
资金投入建设的人防工程项目并及时向
社会公布结果，及时消除廉政隐患。

省机关事务局党组：
戴党徽亮身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问题：局党组缺乏责任担当，党组条
例执行不严格

整改：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诚恳
接受巡视反馈意见，逐条研究和审定整
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整改落实。修订
《海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会议制度》，严
格局党组会、局务会和局长办公会的报
批程序，杜绝党政会议议题混淆不清等
问题。先后5次深入海南广场、国兴和
海府三大办公区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广
泛征求意见建议，建立全天候报修维修
服务保障机制，累计受理相关服务事项
3172件，服务热线受理报修等服务约
400起。

问题：改革措施不实，面对问题攻坚
克难不够

整改：在公务用车管理、办公用房管
理等方面建立长效机制，从源头上堵塞
漏洞，提高机关事务管理规范化水平。
加快推进“和风家园”项目和“省机关大
院规划改造”项目建设，成立住房清退工
作组，已收回住房11套。积极做好独立
办公单位腾退闲置办公用房的移交工
作，以办理省地税局等单位闲置办公用
房移交手续为契机，逐步完善办公用房
统一权属和配置的管理机制。组织制定
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管理统一标
识、定向化公务用车使用管理和公务用
车管理信息平台建设等办法，创新公务
用车管理办法。

问题：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
任”意识不强，思想政治建设和党性教育
薄弱

整改：局党组把党建工作列入党组
议事日程常抓常议，在服务保障一线设
立先锋岗，要求党员戴党徽亮身份，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局党组成员带头落
实双重组织生活制度，明确每周五下午
为党日活动时间，机关党委每季度对教
育学习情况进行抽查通报，督促时间、内
容、人员、效果“四落实”。组织逐人测算
党费标准，局机关和服务中心党员共补
交党费29.2万元。制定《海南省机关事
务管理局招标代理机构遴选办法》，从省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目录中优选6至10家
作为备选单位，一律通过现场抽签或竞
价随机确定。

琼台师范学院党委：
严格规范领导干部履职行为

问题：党委核心领导作用有待加强，
抓教学主业不够有力

整改：学院党委召开专题民主生活
会，认真对照巡视反馈意见进行深刻反
思，直面问题、红脸出汗。专门成立由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担任组长的整改督
查组，制定修订制度52项，强化责任落
实，全力推进整改。认真学习《关于坚持
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
负责制的实施意见》，修订党委议事规则，
规范决策程序和议事流程，党委书记和
校长定期沟通，防范决策风险。组织传
达学习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

神，出台《琼台师范学院关于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的若干意见》，修订班主任工作规
定，加强对日常教育教学工作的督查。
抓住专升本等契机，强化学校发展顶层
设计，专题研讨“十三五”规划，对科研项
目申报及进度管理进一步规范，结项225
项，结题率达83%。

问题：对党建工作研究少，基层党建
工作弱化

整改：召开党建工作会议专题研究
班子自身建设问题，出台《中共琼台师范
学院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领导班
子作风建设的决定》，班子成员深入教学
一线开展专题调研。建立换届请示报告
和提醒制度，学生党支部和教工党支部
已全部完成换届。推进上党课常态化，
校领导带头上党课，各党总支、直属党支
部巡视整改以来共上党课46次，开展入
党积极分子培训200人次。加强党费管
理，共补交党费58.05万元。

问题：全面从严治学主体责任落实
不到位

整改：领导班子成员带头清退绩效
外领取津贴和劳务报酬，全校职工共退
款435.03万元；6位现任和原任校领导
将自购房多占面积退回学院作为周转
房，共清退住房面积252.3平方米；及时
处理2008年以来违规加收教材费问题，
返还学生教材折扣和损耗款127.69万
元。修订招标、基建、财务和内部审计等
规定，加强对基建后勤、组织人事、教学
科研和学生管理等关键岗位和重要领域
的廉政风险防控，严格规范领导干部履
职行为。建立领导干部谈心谈话记录台
账，校领导主动找分管部门和联系点的
党政领导约谈36人次。校纪委认真组
织学习有关文件，严格落实“三转”要求，
不再直接参与校内考试巡查和询价等事
务性工作，组织对问题线索及时核查，共
谈话提醒12人次，约谈36人次，组织调
整4人，党纪政纪处分11人次。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党委：
坚决抓紧抓实抓好巡视整改

问题：党委抓大事、促落实存在欠缺
整改：学院党委召开民主生活会，班

子成员自觉把自己摆进去，从原主要领
导腐败问题中深刻汲取教训，以严的精
神和实的作风，坚决抓紧抓实抓好巡视
整改，确保整改到位。认真贯彻落实民
主集中制，切实加强会前碰头通气，杜绝
临时动议，防止开“讨论会”议而不决。
开展自查自纠，凡是达到上会讨论额度
的项目全部上会研究，规范党委会议议
事规则。抓住国家优质高职院校建设契
机，按照“一年抓规范、三年创优质、五年
上台阶”的“135总体部署”，凝聚改革创
新意识，大力推动教学机构改革和绩效
目标管理改革。

问题：对思想政治建设重视不够，基
层党建薄弱

整改：成立学院党建与思想政治工
作领导小组，把思想理论武装工作摆上
党委重要议事日程，签订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书，明确各部门、单位负责人的责任
担当。制定《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领
导班子成员定点联系基层制度》，规定党
委班子成员参加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

由党支部记录并汇总提交组织人事处备
案检查。出台《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发展党员工作实施细则》，将原来由学院
党委委托组织人事处审核的方式调整为
党委会批准，整改以来共发展预备党员
85名、转正9名。

问题：党委履行主体责任不力，管党
治党不严不实

整改：出台《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
纪委监督责任的实施细则》，明确落实

“两个责任”的具体要求，规定党委每年
定期专题研究党风廉政建设问题。出台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内部控制规范
（试行）》，加强纪检队伍建设，增设审计
科、监察科，二级单位基层党组织均配备
纪检委员，并明确校级与院级、纪检监察
部门与业务部门的权责界限。巡视整改
以来，正确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谈话函询3人，提醒谈话19人，通报
批评1人，党纪政纪处分5人。开展机关
办公用房自查自改共腾退办公用房10
间、面积296平方米，全部调整用于教
学。专项清理“小金库”、违规接待和超
标准发放劳务费等问题，共追缴钱款
44.05万元。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党委：
注重源头治理完善廉政风险防控

问题：党委缺乏进取精神和责任担当
整改：学院党委切实履行巡视整改主

体责任，班子成员坚决把自己摆进去，建
立整改清单，层层传导压力，不折不扣落
实整改要求。修订完善学院党委议事规
则和院长办公会议制度，明确非中共党员
的学院行政领导班子成员只列席党委会
议，不参与表决，强化党委会议的规范
性。系统研究学院中长期发展规划，将学
院发展目标定位为应用型外语类本科院
校，并从办学理念、人才培养和校企校地
合作等多个方面加强软实力建设。全面
强化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
提高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教学科研质量。

问题：组织活动制度落实不到位，专
题教育活动走过场

整改：严格对照学院“三严三实”专
题民主生活会整改方案，一一核实确认
需整改问题和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与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存在问题和巡视反
馈问题的整改落实合并统筹、同步推进，
学院内部机构改革、干部轮岗交流和师
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均在巡
视整改中得到妥善解决。修订学院党支
部“三会一课”制度，出台《党员教育培训
工作意见》，针对入党积极分子、学生党
员和党员中青年骨干教师等不同对象的
特点，分别明确培训方式和途径，对全院
167名教职工党员进行党的知识测试，
确保党员培养教育落到实处。开展党费
收缴专项整治，认真核算党费额度并补
交党费28.10万元。

问题：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
不到位

整改：学院党委注重源头治理，对问
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进行深刻剖析，聚
焦项目建设、物资采购、财务资产管理和
干部选任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完善廉
政风险防控体系，整改期间共制定修订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等制度
34项，力求从制度上解决巡视指出问题
的根源。学院领导班子成员重新分工，
纪委书记不再分管党办和组织统战部
门，并配备纪委办公室（监察审计处）主
任（处长），增配2名专职纪检监察干部，
加强监督执纪力度。整改以来，清退违
规发放奖金和报销餐费等共 44.40 万
元，追缴铺面租金36.79万元。针对旅游
系“小金库”问题，给予相关负责人纪律
处分和免职处理，对2名涉事老师进行
诫勉谈话。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党委：
把巡视成果转化为促进学

院科学发展的推动力

问题：党委大局意识不强，聚焦教育
教学不够

整改：学院党委加强对巡视整改工
作的组织领导，逐条深挖问题根源，细化
落实整改措施，确保整改工作高效有序
推进，把巡视成果转化为促进学院科学
发展的推动力。班子成员深刻反思，党
委会议讨论坚持不作无原则争论、不作
无根据发言、不武断否定少数人意见的

“三不”原则，严格执行党委书记末位表
态制。完善校企合作管理制度和激励机
制，力争每一个专业对接2-3个企业，联
合订单培养项目已见成效，一批校企合
作项目稳步推进，主板开发与芯片级维
修技术校企联合培养项目实验室已建成
并验收，“达内数字媒体实训基地”项目
实验室即将建成投入使用，其余10多个
项目也正持续推进，努力培养适应市场
需求的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

问题：基层党建工作薄弱，组织生活
制度不落实

整改：学院党委正视中心组理论学
习存在的问题，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为抓手，立行立改端正学习态度，把传达
学习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等
内容作为学习重点，加强党委和党总支
两级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坚决落实民
主生活会制度，党员领导干部以普通党
员身份积极参加组织生活会，推进基层
组织“三会一课”制度化、常态化。从严
把好党员发展“质量关”，2016年优中选
优发展党员39名。认真开展党员组织
关系排查，共补交党费50.14万元，批准
困难党员减免党费共14人并组织元旦
春节慰问。

问题：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
不力

整改：学院党委切实增强主体责任
意识，开展科研经费管理、基建、招生和干
部选拔任用等重点领域的廉政风险排
查，编制高风险点管理工作流程图，在院
内宣传栏和网站公示财务决算、“三公”
经费支出等情况，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监
督和制约机制。学院纪委认真落实“三
转”要求，整改以来共诫勉谈话8人，谈
话提醒22人次，组织调整7人，党纪政纪
处分1人，清退违规钱款和拖欠公款共
42.72万元。针对教务处设“小金库”问
题，给予相关责任人党纪政纪处分。组
织对综合楼、学生公寓等5个项目建设情
况进行排查，并启动对额度超过400万元
的项目实行跟踪审计，加强项目监管。

六届省委第十三轮被巡视党组织交出整改成绩单

狠抓整改强化从严治党

六届省委第十三轮巡视整改责任单位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

省人大机关党组

省政协机关党组

省人防办党组

省机关事务局党组

琼台师范学院党委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党委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党委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党委

联系电话

65381171

65399393

31999338

65725536

65342794

65731008

65910880

63299092

31690002

邮政地址

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10号楼212室省人大机

关巡视整改办公室

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11号楼

海口市美兰区顺达路189号省人防办综合处

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49号老省委大院第四办公楼

海口市桂林洋高校区琼台师范学院办公室

海口市桂林洋高校区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文昌市教育路178号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综合楼601室

琼海市嘉积镇富海路128号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邮政编码

570203

570203

571126

570204

571127

571127

571321

571400

电子邮箱

srdjgdw@163.com

wangyongxin@hainan.gov.cn

hainanrfbzhc@163.com

Hnsjgswglj111@163.com

qiongtai@sina.com

wmk65910213@163.com

hwyjw66@163.com

Hairuan@Hainan.net

广告

铺面租售
琼海市银海东路“万泉源

居”一楼临街铺面，从东侧起第

一至七间，可连通，共计857m2

(最高层高6.9米)，毛坯，产权清

晰，租售均可。

有意者请致电咨询：0898-

66810560 赵女士

催 收 公 告
公告人海南瀚海贸易有限公司已依法取

得了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对
下述河北省木材总公司等23户企业的债权及
债权下的其他权利。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海口办事处在2007年6月13日《海南日报》刊
登了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但债务人河北省木
材总公司等23户企业至今未向公告人履行清
偿义务。现公告人再次发出催收公告，通知河
北省木材总公司等23户债务企业及保证人向
公告人清偿下述贷款本金及其相应的银行利
息（包括截止日之后产生的利息），履行相关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债权明细以2007年6月
13日《海南日报》刊登的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相关内容及法定孳息为准）。 欢迎社会各界
向公告人提供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财产线索和
其他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海南瀚海贸易有限公司
2017年5月11日

单位：万元（计息截止至2006年6月20日）
序号 企 业 名 称 整体债权 本 金 利 息 借款合同保证人

河北省木材总公司

河北省外商投资企业物资公司

海南琼山望湖楼旅店
海南正艺置业公司
海南公达实业开发公司
海南君山轻纺有限公司
海口太华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中融房地产开发公司
海南海燕商贸有限公司
海南银地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布鲁斯织造有限公司

海南海峡实业投资公司

海南富兴物业公司
海南荣基实业公司
海南恒泰集团公司
海南金苑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中青实业投资公司
海南赛特房地产开发公司
四川赛和房地产开发公司
海南天鹏游乐有限公司
海口首力酒店有限公司
海南嘉陵房地产开发公司
自贡市乾坤投资有限公司

合 计

228.92

1439.01

1009.96
3282.15
114.34
2020.43
2223.51
992.49
513.11
1647.32
2069.08

4333.88

518.20
911.77
537.59
3417.81
7592.00
11567.51
795.24
1093.58
8563.29
18471.56
420.96
73763.67

146.00

1050.00

400.00
1530.43
50.00
750.00
900.00
506.64
252.00
1300.00
1655.96

2700.00

200.00
412.00
244.40
1290.00
3805.00
3900.00
300.00
550.00
1317.83
11198.60
150.00
34608.86

82.92

389.01

609.96
1751.71
64.34
1270.43
1323.51
485.84
261.11
347.32
413.12

1633.88

318.20
499.77
293.18
2127.80
3787.00
7667.51
495.24
543.58
7245.45
7272.97
270.96
39154.81

1、河北省物产企业（集团）公司
2、河北省金属材料总公司
3、河北省物资再生利用总公司
4、河北省建筑材料总公司

中国华诚财务公司

1、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
2、海南港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3、海南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海南赛特实业总公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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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增量创历史新高 贷款新增268亿元

海南金融业一季度欣欣向荣

北京市国资委与海南省国资委在京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京琼携手 优势互补 共谋发展

易建科技年入过亿最赚钱

初创企业缺资金缺会计？你需要一个“云会计”

沪指再创调整新低 保险次新银行股逆市大涨

放量阴吞阳 周线或创五连阴

(H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