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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进行时

临高早谋划、加快推动危房改造工作

1546户贫困户提前告别危房进新居

本报临城10月13日电（记者罗
安明 通讯员王海洪）“再过十几天，我
们一家就要搬进新房了。”10月12日
上午，临高县东英镇文连村的贫困户
符龙达放下手中的扫帚，带记者参观
他的新家。政府补助6.5万元危房改
造资金，让他圆了住房梦。今年临高

加速推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工
作，截至目前，全县危房改造开工率逾
108%，预计于11月提前完成年度危
房改造任务。

符龙达一家4口人此前住在一间
80多平方米的火山石瓦房内，老房墙
壁开裂，进风又进雨。2013年以来，

他两个儿子相继考上大学，一年两三
万元的教育支出，让他家的盖房计划
一再推迟。

今年5月，符龙达向亲戚借了几
万元，向政府申请改造危房。令他
没想到的是，包点帮扶的镇干部，隔
三差五上门催进度，危房改造补助
金每笔都按时拨付，没耽误过一天
工期。

“包点干部盯得紧，是因为有一

套工作制度约束。”临高县扶贫办主
任王光磊介绍，该县按照“早谋划、
早着手、早实施”的原则，早在去年
年底就启动了 2017 年的危房鉴定
工作。为了加快危房改造进度，全
县成立了10个危房鉴定工作小组，
各镇（农场）也成立了危房改造工作
领导小组。各镇（农场）每周上报一
次进度，每月进行一次排名，对排名
后3名的进行通报批评。危房改造

补助金拨付按照“打地基付50%、封
顶付30%、验收再付20%”的工作要
求及时发放，确保了贫困户有钱盖
房。

据了解，2017年临高县危房改造
计划数为2765户，截至目前，已开工
3005 户，开工率达 108.68%，竣工
1546户，竣工率为55.91%。今年临
高危房改造共需资金17122万余元，
已拨付13170万余元。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
周晓梦 实习生王靓婷 通讯员卢
刚）近日，全球环境基金（GEF）海南
湿地保护体系项目联合海南观鸟
会首次对乐东黎族自治县莺歌海
盐场湿地开展全面的鸟类本底调
查，共记录到野生鸟类 82 种，约
3000只；其中水鸟40种，湿地依赖
鸟类8种。

令人惊喜的是，调查组在当地
观察到珍稀濒危野生动物黄嘴白
鹭。黄嘴白鹭不仅是我国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同时也被世界
自然保育联盟（IUCN）物种红色名
录列为“易危”级别。

莺歌海盐场是海南重要的盐业
生产基地，同时也是海南重要的越
冬候鸟栖息地。

今年1月，在海南省野生动植
物保护管理局组织的海南越冬水鸟
调查中，就发现了另外一种世界级
的濒危鸟类黑脸琵鹭，这说明该片
湿地是整个东亚—澳大利亚的候鸟
迁飞线路上的重要节点之一。

综合以往的观察记录，莺歌海
共有黑脸琵鹭、黄嘴白鹭、岩鹭、鹗、
白腹鹞、游隼、褐耳鹰、黑耳鸢、黑翅

鸢、褐翅鸦鹃、小鸦鹃等10种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据了解，盐田属于人工湿地，是
海南现有5类25型湿地中的重要一
类。根据《海南省林业生态修复与
湿地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要求，
各市县要对各自辖区内的湿地资源
划定生态红线，进行严格保护，建立
重点湿地监测网络，确保全省湿地

面积稳定在480万亩。
有专家认为，莺歌海盐场历史

人文积累丰厚，风景优美，具有非
常典型的湿地景观，是人文和自然
的完好结合，具有特殊的保护价
值，可通过建设湿地公园等方式，
开展盐场工业旅游和湿地生态体
验旅游，为莺歌海盐场的转产转型
提供新的方向。

乐东莺歌海盐场湿地鸟类资源“摸家底”
共记录到野生鸟类82种约3000只

■ 见习记者 梁君穷 本报记者 刘贡

“有事就拨‘12345’”，已成为大部
分海口市民游客遇到问题时的第一反
应。回看海口12345热线这大半年来的
改革路，最大变化在于从“无人解决”到

“事有人管”，职能部门强化了责任担当。
自今年4月起，海口12345执行

轮值制，91个政府职能部门和各区政
府负责人轮流进驻，既体验热线工作
流程，又临时充当指挥长，发挥统一调
度协调作用。

近日，记者走进海口12345指挥
中心，见识和感受到了轮值职能部门
负责人临时“热线调度”的一天。

穿针引线：
中心调配职责到人

“您反映的小区内公共活动用地
违规出租的问题由海口市国土局负
责，我们马上将工单派发给国土局，他
们会跟您联系。”9月11日上午9时，
海口市住建局副局长王义勇回复了一
个热线来电。根据“12345热线成员
单位负责人轮流值班制度”，这天轮到
热线成员单位海口市住建局值守。

接了一上午电话，王义勇最大的
感受是：大部分百姓不了解政府职能
部门具体职责，一旦有问题需要反映，

大部分百姓往往不知道找哪个部门。
“比如这个电话，虽然看起来跟住房建
设有关，但实际主要涉及土地，应该归
国土部门管理。涉及物业应该找区一
级政府，关系到房屋质量、房地产监管
才归住建局管。”王义勇进一步解释。

但在市民百姓眼里，一件事辗转
了两次，就成了“推诿”；当“三角地带”
事务职责归属问题连职能部门有时候
也难以分清时，办事受挫的市民百姓
难免会对政府产生抱怨。如今有了
12345，问题迎刃而解。

比如热心市民周宗贵曾在东湖人
民公园看到水管破裂，搞不清归园林
还是水务哪个部门或单位管时，拨打
了12345。很快有公园管理处相关负
责人与他联系。“但在过去，打电话到
职能部门反映问题，得到‘这个不归我
们负责’的答复后，往往电话就被撂
了。”周宗贵说。

“12345之所以能办得快，首先发
挥‘穿针引线’作用，替市民百姓厘清
部门间职责归属的同时，调动相关部
门主动服务。”海口市政务中心常务副
主任吴秋云说。

步线行针：
三重支持高效运行

指挥中心正前方的墙面上挂着

4米宽的大屏幕。主界面，可见庞大
的海口 12345 组织指挥体系架构。
指挥中心一端应急联动8大紧急类
情况，如游客投诉、市政应急、噪音
扰民、食药安全等，由此直派给充当
着“千里眼”与“顺风耳”的网格员；
指挥中心另一端牵着 30 分钟响应
处理的 91 个政府职能部门和区、
镇、街。

“目前话务员一次办件派发准确
率达到90%以上，从接听结束到派发
工单不到1分钟。”海口市政府服务中
心副调研员、海口12345热线党支部
书记张贤海认为，这是“联动”产生的
效果。

“‘联动’二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
难，首先要求话务员熟悉各职能部门
的职责范围。”海口12345呼叫运营中
心经理陈光嫦介绍，因此要求每一位
话务员在上岗前都要接受严格培训，
掌握各职能局职责划分。

热线处负责人高飞介绍，海口
12345将各职能部门提供的职责信
息整合成了一个热线系统知识库，
里面将各种问题分门别类，将所属
权责任作了明确划分。每次遇到特
殊的办件也会在知识库中分类标
记，以后再遇到同样的办件就有先
例可循。

偶尔会有一些知识库中没有、职
责归属不清的办件，热线话务员会现
场反馈轮值单位领导、热线负责人，由
其向相关职能单位紧急咨询，及时厘

清职责归属派发工单。
高飞认为，热线话务员本身高质

量的业务水平、12345热线系统知识
库、值班领导临时咨询决策，正是有了
这三重支持，12345才能高效快捷地
发挥“指挥棒”作用。

“未来我们还可能把律师等专
业人士纳入第三重支持范围；甚至
我们会从办件中找到‘放管服’、行
政职能撤并、服务型政府改革的方
向。”海口市政府秘书长邓立松表
示。

绵里藏针：
督查督办绷紧“弦”

今年8月17日，媒体以《龙华区
龙昆北路23号吉林大厦楼顶屋檐建
筑材料老旧，导致经常脱落，存在安全
隐患》为题，报道12345办件在多个职
能部门之间推诿流转。

经查，龙华区住建局在办理
12345办件过程中履行首问责任制不
力，对问题推诿了事；该区住房保障中
心不正确履行职责；区政务中心不正
确履行管理监督职责；滨海街道办履
行职责不规范。

8月18日，龙华区住建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谢于琚被立案审查；区住房
保障中心主任李渊、区政府服务中心
副主任王升、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
督站副站长王和力等3人被启动问
责；滨海街道办事处主任文彦钧被谈

话提醒。
得益于海口市纪委监察局纳入

热线监督体系，市委组织部、市政府
督察议案室专人入驻热线指挥中心
现场办公，今年以来海口跟踪督办热
线办件561件，曝光典型办件42起，
涉及46家单位，共问责处理213件
322人次。

海口相继出台了《海口市12345
热线监督考核问责暂行办法》《海口市
12345热线首问责任制度》《海口市
12345热线成员单位负责人轮流值班
制度》等热线管理制度。

首问责任制的重点在于，哪怕
派发的工单涉及别的职能部门，第
一个接到工单的职能部门也要全权
负责到底，协调其他职能部门，不能
以“不归我管”为借口将问题踢回给
群众。

纪委的作用，还发挥在电信、燃
气、电力、工商税务、食药监等直管单
位或国企身上。“我们可以将这些部门
单位慢作为、不作为责任人提交到省
纪委、监察局，由更高一级纪检监察机
关问责。”海口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主任杨庆表示。

督察督办机制绷紧了热线成员单
位为民服务的“弦”，完善了海口
12345“一个号对外、一个平台监控、
一张网管理、一个指挥体系调度”平
台，为职能联动增效提速、“像绣花一
样管理城市”提供了保障。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

海口12345热线执行轮值制，91个政府职能部门和各区政府负责人轮流进驻

热线“指挥棒”的“绣花功”
“走进海口12345”系列报道

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强调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
平安海南法治海南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金昌波）今天
上午，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在海口召
开，下发《关于在全省政法综治维稳系统开展学习
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活动的通知》，要求全省
政法综治系统迅速掀起“学先进争先进赶先进”热
潮，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奋力
开创综治工作新局面。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综治委主任肖杰出
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综治委
副主任许俊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全国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全体参会代表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传达学习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
会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和省委书记刘
赐贵指示精神，并向获得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先进市县（区）、个人和集体代授奖牌（杯）。

肖杰指出，全省政法综治系统要深刻领会习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省委部署特
别是刘赐贵书记对政法综治工作的指示精神，切
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要不断创新综治工作体制
机制，加快推进综治中心、“雪亮”工程和网格化管
理“三位一体”建设，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要
加快队伍建设，提升专业化水平，打造一支对党忠
诚、敢于担当、敬业奉献、廉洁正派的政法综治维
稳铁军；要加快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公安改革、司
法行政改革、提升法治化水平，提高群众满意度和
公信力；要按照“百日大研讨大行动”活动要求，充
分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
神，改革创新，推动综治工作有更大作为、更大发
展，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海南法治海南。希
望此次受到表彰的先进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
接再厉，再创佳绩。

2017海南百强企业出炉
入围门槛连续12年保持较快增长

本报三亚10月13日电（记者杨艺华 通讯
员张晨曦）“2017年海南100强企业”今天正式发
布，我省百强企业总体规模继续扩大，盈利能力和
贡献稳中有升，对全省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
步增强。海航集团、海南华信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位居前三强。副
省长李国梁出席发布会并讲话。

据了解，2016年全省企业100强实现营业收
入7551.4亿元，比上一年度的5633.9亿元增长
34%。

今年是省企业联合会、省企业家协会连续12
年向社会发布“海南省企业100强排行榜”，并同
步推出海南省企业100强年度分析报告。我省百
强企业入围门槛连续12年保持较快增长，2017
海南省企业100强的入围门槛为5.62亿元，较上
年提高1.24亿元，增长了28.15%。

从纳税情况看，2017 海南百强企业纳税
492.7 亿元，占全省税收总额（不含海关代征）
901.2亿元的54.6%，占比比上一年度提高了4.8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过100亿元的企业有10家，
分别为：海航集团、海南华信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省农垦投资控
股集团、海南省建设集团、海马汽车集团、海南电
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海南省公司、中
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海南石油分公司、海南逸盛
石化有限公司。

李国梁在讲话中指出，全省企业要正确领会
新形势下国家和海南发展大局的需要，以高度的
责任感，自觉规范企业经营行为，积极以互联网手
段推进企业创新创业，促进企业健康快速发展，为
美好新海南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省委办公厅召开“大研讨大行动”
活动总结交流会

坚持学习研讨不放松
进一步提升“三服务”水平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李磊）今天下
午，省委办公厅召开全厅干部职工大会，对“大研
讨大行动”活动阶段性成果进行总结交流，并部署
安排下一步工作，要求全厅干部职工继续深入学
习贯彻省委书记刘赐贵在省委“大研讨大行动”活
动总结交流暨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精神，将理论
成果转化为推动办公厅各项工作的有力抓手，以
思想、理论的新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进一
步提升“三服务”水平。

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胡光辉指出，省委部署“大研讨大行动”活动

以来，省委办公厅按照“找差距、明方向、见行动”的
要求，深化学习教育，广泛凝聚共识；发挥中枢作
用，深入开展调研；跟踪督查督办，服务改革大局；
加强制度建设，改进机关作风，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省委政研室、省委财经办（农办）、省委机要
局、省委督查室、省委法规室的5名同志作了交流
发言。大家普遍认为，省委办公厅“大研讨大行
动”活动之所以取得实效，正是因为坚定不移以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视察海南时
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把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作为深入推动大研讨大行动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干部职工正确认识，认真对待，以
极大热情积极参与。

胡光辉强调，全厅上下要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把学习宣传好、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神
作为下一步深化大研讨大行动的重中之重；要建
立长效机制，把解决问题的措施用制度固定下来，
不断提升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要以“大研
讨大行动”活动为契机，全力抓好当前各项工作，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乐东莺歌海盐场湿地的小白鹭和中白鹭。 通讯员 卢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