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鸟瞰位于万宁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7队的棚户区改造项目，青山绿水中的新楼房格外引人注目。该项目总用地面积
1.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安置房总户数120户，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5%。 本报记者 袁琛 摄青山不改美丽 旧家换了新颜

纪检监察工作助力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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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王和才

“万宁市长丰镇原副镇长林博强
不按程序把关造成多户不符合条件农
户被列为贫困户，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行政记过处分……”近日，海南省纪委
省监委通报曝光3起扶贫领域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典型案例，以案明
纪，为党员干部敲响警钟。

2018年以来，省纪委省监委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紧紧盯住脱贫攻坚中出现的腐

败和作风问题，持续深入开展治理整
顿，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
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始终保持扶贫
领域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的高压态势。
一系列“组合拳”，直击问题要害，形成
强力震慑。今年1至3月份，全省纪检
监察机关受理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线索227件，立案审查84件97人，给
予纪律处分39件41人，问责22件33
人3单位，通报曝光187人1单位。

今年初，省纪委印发《关于2018
年至2020年开展全省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的实施方案》，明
确工作要求、治理重点和主要措施，对
今后三年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
进行部署。

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定路线，
省纪委班子成员带队到全省18个市
县开展多轮次的调研督查，摸清情况，
提出要求，传导压力。广大纪检监察
干部发扬“椰树”精神，拿出“绣花”功
夫，走出办公室，紧盯资金和项目落实
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对建档立卡
贫困户开展100%入户访查，做到扶
贫工作延伸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
到哪里，项目资金流向哪里、监督检查
就覆盖到哪里，基础设施建设到哪里、

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不缺位、不越
位、不错位，编织无死角式监督网。

加强组织协调也是一项重要抓
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围绕职责定
位，与扶贫办、党委督查室、政府督查
室、审计部门、财政部门等建立信息沟
通和问题线索移交等协作机制。发挥
巡视巡察利剑作用，积极探索省、市
县、区三级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着力发
现扶贫领域弄虚作假、数字脱贫、吃拿
卡要等问题。

随之改变的还有不断探索创新的
督导方式，交叉式、机动式等因地制宜
的督导方式有效避免了人情干扰。

此外，省纪委省监委建立直查快

办、问题线索了结件定期交叉复核、问
题线索督办等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
常态化六大机制，在全省范围开展
2016年以来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线索大起底、大排查。对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严查快办重处。

“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将
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
行为都将坚决查处。”省纪委省监委有
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深化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忠诚履行
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动真碰硬，用
最严明的纪律、最严谨的作风为跑好
脱贫攻坚后半程保驾护航。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

本报海口 4月 25 日讯 （记者
梁振君 通讯员张光明 张勇 刘飞）
4月 18日，一艘满载中海油自产原
油的油轮抵达中海油东方石化有限
责任公司（下称“东方石化”）附近
码头，几天后，这批原油被加工成成
品油销售实现增值。

4月13日，一艘希腊籍的26万
吨巨型油轮驶入洋浦港并安全靠泊
在原油码头上，通过钢引桥上的管
道，一批产自中东阿曼的黑色原油
输入中石化海南炼化公司生产装
置，而后被加工成各类石油产品销
往岛内外。

自2015年投产，位于东方市的
东方石化累计加工原油613万吨，产

出成品油593万吨，纳税73亿元，为
海南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而素有海南新型工业“一哥”之
称的海南炼化，每年油品产量的四分
之一即可满足海南全岛的成品油市
场需求。2018年一季度，海南炼化
完成加工原油量160万吨，全年力争
完成加工856万吨原油的目标任务。

同为央企巨擘麾下企业，近年来
海南炼化和东方石化先后崛起，成为
琼西地区两条“炼—化—售”产业链，
助力海南实体经济发展。

东方石化是中海油在琼唯一炼
油化工企业，隶属中海石油炼化有限
责任公司。近年来，中海油积极谋划
在琼发展下游产业。2015年，东方

石化200万吨年处理能力的原油炼
化等8套主装置建成投产。此后，东
方石化践行“增值不增污”的发展理
念，2015年投资近2亿元建设投产
一套50万吨/年汽油加氢装置，具备
国V汽油生产能力；2017年，再投
资近3亿元建设投产一套60万吨/
年柴油加氢装置，油品全面达到国
V标准。

与此同时，东方石化积极谋划推
进精细化工项目。按照规划，该项目
总投资32亿元，计划建设一套20万
吨年产能力的丙烯腈装置、7万吨年
产能力的MMA（甲基丙烯酸甲脂）
装置、21万吨年产能力的SAR（废酸
回收）装置及配套公用工程设施，力

争2020年投产。
除却炼油与化工业务如火如荼，

中海油在琼油品销售业务也有所斩
获。目前在海南挂有中海油和中石
油两大央企LOGO的加油站达20多
座，分布于海口、三亚、澄迈、儋州等
地。在琼油品销售业务的拓展，使得
中海油在海南形成“炼—化—售”完
整产业链。

“我们不是简单的炼油生产销售
企业，我们走的是精细化工路线，这
是公司在低油价的境况下依然盈利
的关键。”东方石化公司综合部负责
人说。

目光转投海南炼化。在海南工
业经济大盘子中，油气化工所占份额

最大，其中的龙头企业——海南炼
化的工业总产值则是洋浦经济开发
区的“半壁江山”，堪称推动海南工
业经济发展的主引擎。近9年来，海
南炼化纳税额连续排名我省首位，
产值一度占到了全省工业总产值的
三分之一。

2013 年底，海南炼化在洋浦
经济开发区建成投产芳烃联合装
置，这是中石化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国产化首套大型芳烃生产
装置。

“第二套芳烃生产装置已于去年
动工，计划2019年建成投产，届时公
司竞争力将进一步得到加强。”海南
炼化相关部门负责人透露。

儋州“家书”传情
引才回乡发展

本报那大4月25日电 （记者
易宗平）风景最是家乡好，人间还是
乡情浓。近段时间，《致儋州籍农村
外出英才的一封公开信》在省内外
引起反响。在信中，儋州市委组织
部诚邀儋州籍农村外出英才回乡创
业任职，为家乡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2018年是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起步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
键之年，也是儋州建成海南西部中心
城市的关键之年，儋州比任何时候都
更加渴求人才。”儋州市委组织部有关
负责人说，儋州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
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大力实施人
才兴市战略，地方党委、政府将竭诚为
返乡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诚邀
儋州籍农村外出英才回村创业任职。

油化“双轮”驱动，助力海南实体经济发展

琼西地区崛起两条“炼—化—售”产业链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通讯员 翁滔

4月 21日，记者走进临高县多
文镇凤雅村。村间小道干净整洁，鸟
鸣声声清脆，农户种植的百香果果实
饱满，散发着独特的香味。

4年前，凤雅村还是一个卫生环
境差、道路坑洼泥泞、无村集体收入
的贫困村。如今，凤雅村通过“农村
党支部+合作社”“第一书记+贫困
村”“党员+贫困户、农户”等帮扶方
法带动当地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
产业，走上脱贫致富路。

“凤雅村具有地理优势，地势平
坦，土地肥沃，但村民们缺乏科学引

导种植。”凤雅村党支部书记王峻嵘
认为，扶贫关键在于让贫困群众实现
永续脱贫，这就得靠产业支撑。

“发展什么产业？”这曾是悬在驻
村第一书记黄尚骞心头的一件大
事。为此，黄尚骞到多地考察学习，
最后为村里引进百香果种植产业，由
三亚桂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种
苗，实行保底价收购、全程技术跟踪
服务指导，村民自愿加入种植，形成

“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产业扶
贫模式。

2017年，村干部进村入户发动
宣传，贫困户王志强首先“尝鲜”，把
自家22亩旱地全部拿出来种植百香

果。有了王志强的带头，全村34户
贫困户陆续加入，村里建起了百香果
种植示范基地，成立了临高雅香园种
养专业合作社。

为提高农户们的种植技术、提升百
香果的品质，凤雅村党支部积极联系农
业、科技、科协等单位及相关专业技术
公司，组织了7期种植技术培训班。

此外，为了扩大百香果的影响
力，凤雅村党支部还组织党员干部及
百香果种植能人参加冬交会、海博会
以及全省扶贫产品推介晚会等活动，
积极收集各种市场信息，学习参展、
策划、推广、市场营销的方法和经验。

今年春节前，首批6户贫困户喜

获分红。如今，凤雅村已有39户农
户种植百香果，种植面积约130亩，
年产量 39 余万斤，预计年产值近
117万元。

下一步，凤雅村党支部还将充分
发挥引领作用，打造建设标准化百香
果种植基地，借助百香果种植产业平
台，进一步发展凤雅村生态农家菜
园、百香果水果采摘园，将百香果种
植基地打造成集生产、观光、休闲、农
家乐为一体的生态旅游点，以产业示
范引导村民发展生态循环种植、养殖
及服务业，将凤雅村发展成生态旅游
村，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本报临城4月25日电）

临高县多文镇凤雅村引导贫困户种植百香果，打造生态旅游村

百香果飘香 致富路敞亮

东方开展五项整治
狠抓干部作风建设

本报八所4月25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彭珊珊）今天，东方市召开2018年基层党建工作第
一次例会暨“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动员部署会。

“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重点围绕干部存在的
作风问题，开展五项专项整治：一是开展党的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弱化问题专项整治；二是开展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专项整治；三
是开展违反工作纪律问题专项整治；四是开展“不
会为、不作为、不敢为”问题专项整治；五是开展

“吃拿卡要、中梗阻”问题专项整治。
会议要求各乡镇、各单位、各部门组织干部认

真对照工作部署，结合单位实际、工作分工、岗位
职责，通过自查自纠、广泛征求意见等形式深刻查
摆，分门别类建立班子和干部个人问题清单，制定
整改措施，对整改内容实行“项目化管理”和“挂牌
销号制度”，逐一对账销号。查找问题要坚持实事
求是，如发现不如实填报的，经查实，将严肃问责
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干部个人；除了自查自纠、
广泛征求意见发现的问题外，还要主动认领民主
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征求到的意见和建议和巡视
巡察、信访举报、经济审计反馈的问题，列入问题
台账，一并进行整改。

我省启动“专利倍增”
培训宣讲活动
即日起走进全省20个市县区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程楠）昨天下午，海南2018年“专利倍增”系列培
训暨专利质押融资服务宣讲活动在海南大学启
动。即日起至5月17日，省科技厅、省知识产权
局将陆续走进全省19个市县和洋浦经济开发
区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园区等进行培训
和宣讲。

该活动主题为“倡导创新文化 尊重知识产
权”，意在大力实施知识产权强国强省战略，打通
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在
全省范围内营造尊重知识产权、支持创新创业的
良好氛围。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省加大知识产权扶持
政策，全省中小微科技型企业对专利质押融资需
求呈日益增长态势。2017年，我省专利申请量
4417件，同比增长20.39%，全省万人有效发明专
利拥有量为2.6件。

我省4所高校入选
全国高校团学创业
促进工作榜单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 （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王用玺）近日，2017年《高校团学创业促进工
作发展报告》正式发布，海南师范大学入选“普
通本科类高校团学创业教育工作指数100强”
榜单，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学院、海南热带
海洋学院入选“高校团学创业教育工作指数华
南区 30强”榜单，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入选“高
职、高专类高校团学创业教育工作指数 100
强”榜单。

这份报告由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联盟联合
中国科学院大数据挖掘与知识管理重点实验
室、北京中科五极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对外发
布。课题组经过对高校“双创”工作情况的信息
采集和研究分析，从创业教育、创业文化、实践
基地建设、孵化支持平台、创业成效5大类73个
分指标对参加评选高校团学组织促进创业的课
程、师资、制度、实践活动等工作进行评价，并对
国内200所高校，包括“985”及“211”大学、部分
省属高校的大学生创业发展水平进行评估排
名。同时，课题组还参考了互联网、媒体、科技
部、教育部、各地政府机构发布的多项数据指
标，数据来源多元、准确、客观。

深化扶贫领域专项治理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第一季度查处97人

我省将尽快制定
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
要求各市县摸清普通话培训需求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者韩小雨）省教
育厅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市县有关部门尽快研
究制定本地区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具体实施方
案，充分发挥普通话在提高劳动力基本素质、促进
职业技能提升、增强就业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通知要求，各市县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要会
同扶贫部门和教育部门，切实了解本地推普脱贫
工作有关基本情况，摸清本县域建档立卡户贫困
人口数，特别是本县域建档立卡户贫困人口中的
青壮年重点人群（18-50岁）普通话培训需求数，
对普通话听说能力不强、交流不够顺畅的人员进
行专项登记造册。

此外，还要摸清本县域中小幼教师普通话等
级不达标的人数，对在任教师普通话水平等级情
况进行调查，对语文教师没有达到二级甲等以上
水平，其他学科教师没有达到二级乙等以上水平
的登记造册；摸清贫困地区基层干部的普通话培
训需求数，对基层干部及工作人员（50周岁以下）
普通话没有达到三级甲等的人数登记造册；摸清
本县域普通话普及率实际情况；摸清各乡镇、各行
政村普通话普及率现状，进一步提高普通话普及
水平。

各市县应于6月10日前，将本地区实施方案
及上述与推普脱贫攻坚密切相关的基础数据报省
教育厅。联系电话：0898-65392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