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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党建主体责任 提升党建整体水平
——我省2017年度市县、省直党（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述职报告摘登（三）

■ 本报记者 李磊 整理

我始终把抓党建作为首责主业，
全年13次召开党委会研究部署党建工
作，完成上年度5项整改任务。

夯实支部抓党建，配强配齐支委
班子，开展支部工作督查3次，设立党
员示范岗，创建服务区和道班驿站党
员责任区，与扶贫村、股权投资企业支
部结对共建。

狠抓教育管理，形成每周学习制

度，构建海南交控微信群、“手机党校”
的“送学、促学”教育平台，深入开展党
的十九大精神、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
学习培训。

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引进
人才11人，按照“人岗相适”原则，调
整工作岗位3人；注重培养锻炼人才，
外派挂职2人。

下一步，我们将在加强领导上下

功夫，促使党建工作实现由点及面
的“质量齐升”；在补齐短板上下功
夫，推动公司抓党建促发展上台
阶；在创新特色上下功夫，努力打
造党建促脱贫攻坚、党建引领交通
旅游建设亮点工作的示范品牌；在
从严管党上下功夫，着力培养打造
职工群众认可的、先锋模范作用突
出的好干部。

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黄兴海

服务交通发展大局 实干担当抓党建

2017年，我认真履行“第一责任
人”责任，全年主持召开5次工委会议
研究部署党建工作，组织召开3次党建
工作专题推进会，对全省20所高校和
16所直属中专中学的党建工作开展了
2轮督查。带头并推动工委班子成员
深入高校和中小学校调研。严格执行
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带
头讲专题党课。

强化师生理论武装工作，带头宣
讲党的十九大精神，组建教育系统“百
人宣讲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学习教育覆盖全省大中

小学校。
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建设，召

开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牵头制
定《关于加强和改进全省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的实施意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
阵地管理，统筹推进共建马克思主义学
院和高校思政课特聘教授工作。

推进教育系统基层党建标准化工
程，在高校院（系）和中小学校建立完
善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制定实施《关
于加强全省中小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
实施意见》。

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化，切实履

行巡视整改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圆满
完成对省委巡视反馈的21个问题和
16条意见建议的整改工作；出台有关
制度，对7家单位严格巡察；出台《关于
严肃财经纪律加强高校财务管理的意
见（试行）》，着力解决高校财务管理突
出问题。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校园、进
课堂、进师生头脑；进一步推动基层党
建工作高质量发展；认真组织实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加强
各类学校领导班子自身建设。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 王瑞连

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建设

2017年，我自觉落实第一责任，主
持召开7次书记会研究部署重大工作，
8次参加各类机关党建工作会议和活
动，听取10个单位机关党委书记述职
并进行点评，与班子成员签订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书，督促上年度述职5项任
务清单、省委巡视和民主生活会查摆
的32个问题整改。

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入开展“大研讨大行动”活动，扎实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在定安母瑞山纪念园挂牌设立“海

南省机关党员干部教育基地”；大力推
广“机关党建示范点”创建检验，省直
机关党建标准化体系建设列为国家标
准委试点单位；举办3期党务干部培训
班、1期十九大精神示范培训班；深入
开展精神文明创建和争先创优活动，
省直机关工委荣获全国党建创新成果
展示优秀组织奖，机关2项获“全国百
优案例”奖、1项获全国文化创意金奖；
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月活动，持续
推进机关作风建设，强化监督执纪问
责；贯彻群团工作改革要求，把群团建

设纳入机关党建工作总体部署和考核
体系；着力整治机关党建“灯下黑”问
题，机关党建全面从严的工作责任考
核体系基本形成。

下一步，我们将坚定抓好政治建
设，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机关党建工
作；坚定深入理论武装，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
定抓基层打基础，着力提升机关基层组
织力；坚定正风肃纪，营造省直机关忠
诚干净担当的政治生态；坚定凝心聚
力，做好省直机关新时代群团工作。

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 胡光辉

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机关党建工作

2017年，我主动扛起主体责任和
第一责任担当，亲自主持或委托副书
记主持召开党建专题会议33次、例会
4次、研讨会1次，与12个基层党委签
状压责。

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抓手，
加强思想建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 23 次，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254
次，讲党课292次。以抓党建促脱贫，

28个机关企事业党组织与9个村结
对共建，抽调262名干部帮扶194户
贫困户。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强化教
育培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创新党
建制度，构建“1+2+3+4”党建工作体
系。聚焦重点任务，全面加强农村、
机关、学校、国企、“两新”组织党建工
作。以“党建+”为载体，推动党建工作

与中心工作相结合。打破编制限制，
探索实施“政府雇员”办法，解决人才
紧缺难题。

下一步，我们将强力推进政治建
设，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全力抓好思
想建设，强化党员理想信念；大力加强
组织建设，夯实打牢基层基础；注重加
强制度建设，严格落实党建体系；坚持
党管人才原则，加强人才强区建设。

省政协副主席、省洋浦工委书记 李国梁

抓好党建为洋浦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2017年，我们着力抓好重大任务
落实，顺利完成省直“两新”组织出席
省第七次党代会代表选举工作；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组织
开展大研讨大行动活动。

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为基本内容，严格落实“三会
一课”、组织生活会等基本制度。全
面完成省委“两新”组织工委直属党
委党员的基本信息采集、统计汇总和
建库工作。

坚持把提高“两个覆盖率”作为一
项重点任务，加强指导推动，加大组建力
度。全省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
织覆盖率分别达到76.6%和61.7%。

紧紧围绕生产经营，创设党建活
动载体，推行党员挂牌上岗、亮明身
份，引导党员立足岗位创先争优。全
省“两新”组织共建立党员示范岗790
个、党员责任区369个、党员志愿服务
队伍141支、党员服务中心105个。

全省18个市县和洋浦经济开发区

成立了“两新”组织工委。共建立各级领
导干部联系“两新”组织联系点581个，
将“两新”组织党组织工作经费和党组
织书记工作津贴纳入各级财政预算。

下一步，我们将以高度的政治自
觉落实主体责任；理顺管理体制，促进
齐抓共管；积极创新组织设置方式，扩
大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加强党组织
书记和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持续推
进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积极探索
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的有效途径。

省委两新组织工委

实现党建工作与“两新”组织融合发展

2017年，我以落实全面从严管党
治党责任为己任，着力扛起第一责任
人担当。与52家企业签订《党建工作
目标责任书》，建立党建工作督查问责
制度，修订《省属企业绩效考核办法》，
将抓党建工作情况与班子成员履职问
责、薪酬绩效有机结合。

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为主线，着
力强化党员队伍思想理论武装；以

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为载体，着力加强基层
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以全国、
全省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
精神为指引，构建国有企业党建工
作新的工程；以国资国企党建工作
创新为动力，着力解决基层党建工
作薄弱问题；以落实省委重大决策
部署为要求，着力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以“企业+贫困户”

帮扶为模式，培育特色产业基地，
积极推动多样化产业脱贫。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把党建工作
纳入生产经营、安全生产、内部改革等
企业年度绩效目标责任体系；加强省
属企业党建基本组织、基本队伍、基本
制度“三基建设”；构建支撑企业科学
发展的选人用人模式；完善企业党建
工作考核评价体系；强化用制度管权
管人管事的监督合力。

省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 倪健

把党建工作纳入企业年度绩效目标责任体系

一年来，省农信社将党建写入
农信社《章程》，我全年主持召开
73 次党委会，到基层调研指导党
建 23 次，为干部员工上党课 6 次，
抓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

实施“双千”工程，制定金融扶贫
计划、定点帮扶脱贫实施方案、产业扶
贫贷款办法，为贫困户量身定做“福
贷”产品，发放精准扶贫贷款占全省金
融精准扶贫贷款的82%。带头多次
深入挂钩扶贫点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岭门村调研、帮扶，35户贫困户成功
脱贫，驻村第一书记黄海军荣获“全国
扶贫攻坚贡献奖”。

我们将支部建在网点，全年新
增网点党支部14个；大力支持“美丽
海南百镇千村”工程、十二个重点产
业、“五网”建设；采取社务会、党委扩
大会等形式，原原本本学习党的十九
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认真完成上年度查摆的5个突出
问题的整改。

下一步，我将带头并带动班子

其他成员抓好基层党建；19 个市
县行社 2018 年至少每个行社建
立 1-2 个规范化党支部示范点；
每个季度的经营工作会议都要对
基层党建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加
强党建和业务的融合发展；探索
符合农信社实际的办法，能够在
兼顾落实员工轮岗规定和稳定党
务工作者队伍之间实现有效 平
衡；省联社成立机关党委，省联
社党委组织部再增加 1 名专职党
务工作者。

省农信联社党委书记 利光秘

实现党建和业务有效融合发展

2017年，我们细化“海南银行党
建十五条”特色党建任务，着重抓好党
员学习教育；规范基层支部建设，锻造
过硬干部队伍，分支行开到哪里、党支
部就设到哪里；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
公司章程；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坚持“三会一
课”，每月检查通报党支部学习活动情
况；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完
善支部考评制度；拓宽人才引进渠道，

树立正确用人导向，打造专业化干部
队伍，开展党员专项行为排查，发挥警
示作用。

将党建融入银行中心工作，服务
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落实脱贫攻
坚任务。深入贯彻落实省第七次党代
会精神，制定144条落实措施。全年
新开业分支行13家，金融服务覆盖
18个市县。强化风险管控、坚定稳健
经营，不良贷款率为0.017%，首次银

监会监管评级得到3A较好评级。3
次到五指山扶贫联系点什会村调研，
投入资金176.68万元进行帮扶。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省委关于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意见，细化全行落实措施；增
强主业意识，落实党委主体责任；
加强教育管理，提高党员队伍素
质；完善监督考核，狠抓党支部建
设达标。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王年生

将党建工作融入银行中心工作

遗失声明
海口高品茗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壹份，副本（2-2）壹

份，注册号：460100000459463；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壹份，代码

为：062333097；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 各 壹 份 ，纳 税 识 别 码 为 ：

46010006233309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宇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文昌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

号: (文)建管字 2008第 007号，

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保亭宇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工商

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前来办理

相关事宜。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广告

▲文昌市文教镇农机厂遗失房产
证，证号：10095，声明作废。
▲海南立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34MA5T1GM36C，声 明
作废。
▲浙江沧海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
司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编 号 ：
3302120338453）；合同章一枚
（编号：3302120338454），声明作
废。
▲朱雨兰，不慎遗失中国海南省文
昌市清澜半岛银滩路 2 号 2 栋
1303房认购书，编码：2016796，
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海南椰维饲料有限公司遗失地
税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税 号 ：
460100721272444，声明作废。
▲海南椰维饲料有限公司遗失国
税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税 号 ：
460100721272444，声明作废。
▲乐东抱由川顺家用电器维修部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69033600000945，声明作废。
▲文永团2月12日不慎遗失第二
代身份证（有效期限:2008.06.03-
2028.06.03） ， 证 号 ：
46010019630712121X，现 特 此
声明。
▲姚挺不慎遗失第二代身份证（有
效 期 限 ： 2011.12.31-
2021.12.31） ， 证 号
510723199109093997，特此声明
作废。

海航旅业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更名的公告
根据公司战略转型需要和实际产
业布局，海航旅业集团有限公司计
划更名为海航航空旅游集团有限
公司（简称“海航航旅”）。公司上
述变更不会影响投资者权益及公
司生产运营。海航航旅将继续围
绕航空、旅游、酒店等主营业务，以
服务好人民群众美好出行需求为
宗旨，致力于打造中华民族的世界
级卓越品牌，为建设民航强国、旅
游强国贡献力量！特此公告

海航旅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4日

注销公告
海南东耀物流有限公司拟向陵水

黎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

45天内来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禾汇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拟向

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琼海同德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拟向

海南省琼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司办理相关事宜。

▲曹德霞不慎遗失税收电子转账
专用完税证（契税），编号：〔2011〕
琼地电转01709840号，特此声明。
▲曹德霞不慎遗失税收电子转账
专用完税证（契税），编号：〔2011〕
琼地电转01706604号，特此声明。
▲海南网赢天下科技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司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陈文娟不慎遗失海南金泰旅业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增值税
普 通 发 票 一 张 ，发 票 代 码 ：
4600142650， 发 票 号 码 ：
00344107，金额：2715066 元，特
此声明。
▲海南智明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因
损坏，现声明作废。
▲临高和舍红园成衣店遗失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一本，注册
号:(H)4600283000124-06，声明
作废。
▲临高和舍红园成衣店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各一本，登记证号:
460029196910081440，声 明 作
废。
▲临高和舍瑞琴成衣店遗失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
号:(H)4600283000121-06，声明
作废。
▲临高和舍瑞琴成衣店遗失税务
登记证副本一本，登记证号:
460028196301205245，声明作废。
▲赵玉凤不慎遗失购买半岛观海
苑A205房尾款收据一张，编号:
9425128，金额:7905 元整，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刘月英因保管不善，将昌房字第
12110号房屋所有权证书遗失，根
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
现声明该房屋所有权证书作废。
▲海口顺通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91460100293670947T，公章和财
务章因磨损，声明作废。
▲海南富汇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破损，声明作废。
▲陈文红不慎遗失海南恒大棋子
湾海湾明珠项目开具的海花岛联
销项目专用收据 1 张，编号：
HHD0001873，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希源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已填开的海南增值税
专用发票（发票联及抵扣联）一份，
发票代码:4600163130，发票号
码:03674383，已盖发票章，声明
作废。
▲海南希源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海南增值税普票发票
一张，发票代码：4600171320，发
票号码:04237495，声明作废。
▲保亭宇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号：
469035000008246，现声明作废。
▲赵清胜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512222197002052078，特此
声明。
▲海南康美安氏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各
一 本 ， 注 册 号 ：
460100000629262，声明作废。

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公告类信息：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买五送二
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582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三亚 18976011507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5338978956
五指山 18689861608
文 昌 13307616119
琼 海 18976113800

琼中 13907518031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 13907518031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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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赵玉华不慎遗失购买半岛观海
苑B105房尾款收据一张，编号:
9425127，金额:7690 元整，声明
作废。
▲东方市昌兴种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69007NA000462X 声明作
废。
▲海南省五指山市人民武装部遗
失座落位于市河北西路，土地号为
4600010594024 的土地证，土地
证号：通国用（1994）第214号，现
声明作废。
▲王启民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契税/专
项维修资金收据,收据编号:雅海
0074661,金额64,760.70元人民
币;雅海 0074662,金额 7,986元
人民币，声明作废。
▲李君;雷永曦遗失海南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代收费
用收据,收据编号:雅海0007738,
金额40,054.80元人民币，声明作
废。
▲李君;雷永曦遗失海南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代收费
用收据,收据编号:雅海0015522,
金额60,678.62元人民币，声明作
废。
▲田纪奇遗失海南雅居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代收费用收
据,收据编号:雅海0004340,金额
39,740.55元人民币，声明作废。

▲刘加纯不慎遗失海南雅恒房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契税收据,
收据编号: 雅恒 0038558,金额
52,956.45元人民币，声明作废。
▲江建荣不慎遗失海南雅居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定金/专
项维修资金收据,收据编号:雅海
0024432,金额 200,000 元人民
币;雅海0044378,金额5,842.20
元人民币，声明作废。
▲陈骏驰不慎遗失海南雅恒房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定金收据,
收据编号: 雅恒 0006491,金额
200,000元人民币，声明作废。
▲胡云涛不慎遗失海南雅恒房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契税/专项
维修资金收据,收据编号: 雅恒
0032227,金额28,405.83元人民
币;雅恒0032226,金额 6,583.20
元人民币，声明作废。
▲郭建锋不慎遗失海南雅恒房地
产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代收费用/
专项维修资金收据,收据编号: 雅
恒0001634,金额31,851.42元人
民币;雅恒0002712,金额0.47元
人民币，声明作废。
▲东方市八所腾龙宾馆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别号：
460032510418226I1，声明作废。
▲东方八所腾龙装饰材料城遗失
开具给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
司海南省分公司的海南增值税专
用发票的记账联，发票代码：
4600162160， 发 票 号 码 ：
00123110，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三亚泓博白蚁防治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顶吉游艇销售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