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瞰新闻

■■■■■ ■■■■■ ■■■■■

文昌观察 2018年7月25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朱和春 主编：罗安明 美编：张昕A05

亮点点击

本报文城7月24日电（记者李
佳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连日来，文昌
市连续出台《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
整改攻坚战工作方案》等多个文件，加
大环保问题整改力度，确保整改措施
落实到位。文昌市委主要负责人表
示，文昌要举一反三，“以知耻而后勇
的决心加快整改，构建生态保护长效
机制”。

近日，文昌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
人分别带队到媒体曝光问题突出的清
澜污水处理厂、文城污水处理厂、会文
镇冯家湾、珠溪河、湖山水库、文教河、
文清河、清澜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

实地调研，逐个召开专题会议制订具
体整改方案；全市各级河长和相关部
门负责人全面参与，深入一线巡河开
展污染源“歼灭行动”，迅速打开作战
局面。

在抓紧整改的过程中，文昌各级
河长和责任部门签订“军令状”，推行

“3323”工作法，即用好3把刀（态度、
作战图、问责）；每天3见（见行动、见
效果、见总结）；把握2个关键（关键少
数、关键问题）；达到3见（见排名、见
状态、见督办）。全市各级河长工作情
况纳入一张作战图，挂图作战，每天将
工作情况按照侦察力（排查污染源）、

歼灭力（消灭污染源）、决胜力（改善水
质）进行指标量化，根据总战力（三力
指标总和）进行排名，以红、绿状态进
行标识预警，倒逼各级河长落实整改
责任。

港尾沟是文城镇清澜片区的一
条河流，全长1.44公里。早前，由于
周边群众环保意识差，随意往港尾
沟内丢垃圾、排放生活污水等现象
时有发生，严重破坏了港尾沟的水
质。整改大行动启动后，文城镇立
行立改，清理水面上漂浮的垃圾，同
时计划投资1553万元对 10处排污
口进行截流，建设总长2154米的污

水主管线，加快建设污水截流并网
工程。截至目前，港尾沟污水截流
并网工程完成投资1156万元，占总
投资的85%。

与此同时，以“作风建设年”为抓
手，文昌市监察委还成立了7个巡查
组，对突出问题进行一对一巡查，对
整改工作进行全程监督，对不作为、
慢作为、乱作为的人员进行问责；鼓
励公众通过政府 12345 热线平台、

“文昌清风”微信公众号、环保投诉电
话等渠道举报环境违法行为，并公开
曝光恶意违法排污行为和典型违法
案件，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攻坚

战的氛围。
据介绍，截至目前，文昌已依法

拆除湖山水库2144亩的违法养殖池
塘和东路水库 3000 亩网箱养殖设
施；依法拆除高隆湾片区沿海防护林
内1.6万余平方米的违章建筑；鲁能
公司旗下两栋建筑物采取平移迁建
方式，退出铜鼓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界线；举一反三，抓紧编制《文昌市养
殖水域滩涂规划》，7月底前划定水
产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和养殖区，9
月底前完成清澜红树林省级自然保
护区退塘还林还湿4159亩，构建生
态保护长效机制。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助迷失者，净化灵魂，磨砺意志，
涅槃重生。”7月22日上午，当54岁的
邓大钊写完最后一个“生”字从木梯上
缓缓走下来，他的又一幅墙体彩绘宣
告完成。在文昌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一幅幅精心勾勒的墙体彩绘图，让戒
毒所洋溢着浓浓的文化气息。

“没有他，就没有这些彩绘。”邓大
钊原是一名戒毒人员，不善言辞，但说
起戒毒所所长符永权时，眼中满是感激
之情。据悉，符永权自2011年担任文
昌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以来，将戒
毒人员视为自己的亲人，大力倡导人
性化的管理理念，创新工作思路，先后
帮助600余名戒毒人员掌握就业技能，
为他们铺平戒毒后融入社会的道路。

以身作则
规范管理得人心

刚接手戒毒所时，由于经验不足、
资金紧缺、管理不科学等原因，符永权
工作中碰到不少棘手的难题。但他一
直坚信，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就一定能
成为管教工作的行家里手。为此，他
自创了“八勤工作法”，即“腿要勤跑、

手要勤写、眼要勤看、嘴要勤说、脑要
勤思、人数要勤点、纪律要勤抓、卫生
要勤管。”

除此之外，符永权还主持制定了
《所长工作职责》《教导员岗位责任》
《戒毒人员奖罚制度》等制度，希望做
到凡事有章可循、奖惩分明。

“我当时就说制度是用来执行的，
没有落实的制度，形同虚设！”为落实各
项制度，符永权以身作则，严格将奖惩
制度落实到全天候队伍管理之中。多
年来，他坚持带着戒毒所民警进行社会
走访调查，走遍了戒毒重点乡镇、街道
办、行政村，对涉毒重点地区吸毒人员
的家庭背景、吸毒情况等心中有数。

经过多年的不断完善，如今文昌市
强制隔离戒毒所各项工作开展得井然
有序。符永权将管理戒毒所的经验总
结为“严格执法、文明管理、人性关怀”。

人性关怀
为戒毒人员就业铺路

在实施人性化教育管理方面，符
永权提倡开展列队、跑步、唱歌、生产
劳动等活动，定期开设法制宣传教育
课，以提高戒毒人员的禁毒知识和法
律知识。他对所有戒毒病室进行温馨
化改造，让戒毒学员按照自己的意愿

设计一些积极向上的图案来装饰自己
的戒毒病室。

戒毒人员张孝顺多才多艺，符永
权鼓励支持他牵头成立了“孝顺文艺
队”，每逢重大节假日，“孝顺文艺队”
成员都会精心组织排练文娱节目，朗
诵、合唱、舞蹈、小品……排练和演出
的过程其乐融融。

文昌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有个康复
农场，但过去利用效率较低。符永权
担任所长后，带领戒毒所民警克服重
重困难，建成了一个集养猪、养鸡、养
鸭、种植各种蔬菜于一体的立体化农
业生产基地，为戒毒人员提供了30多
个就业岗位。

“吸毒人员在戒毒所不仅是一个
康复的过程，在这里学会一些本领，他
们出去以后才能更好地融入社会。”符
永权介绍，文昌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还
有一个椰壳加工生产车间，吸纳了
100多人就业。

爱岗敬业
创新思路巧办案

作为戒毒所所长，符永权依法办
事，清正廉洁。曾经，戒毒人员陈某通
过中间人给符永权送来5000元，希望
其提供帮助，被符永权一口回绝。

在办案方面，符永权注意深挖毒
品罪犯线索，充分利用戒毒人员熟悉
毒情的优势，通过深入细致地做思想
教育，动员戒毒人员检举揭发他人违
法犯罪线索。2011 年担任所长以
来，他先后协助公安机关破获贩卖毒
品案件2起，抓获涉嫌贩卖毒品嫌疑
人2名。

为了做好戒毒所的工作，符永权
牺牲了很多陪伴家人的时间，谈及此，

他这样回答：“作为一名戒毒所民警，
特殊的工作环境要求我们要比普通人
牺牲更多。”

文昌市公安局政委黄良谋说，符
永权善于用科学的方法做好戒毒矫治
工作，使戒毒人员摆脱毒品，走向新
生，“文昌市禁毒三年大会战取得的成
绩，离不开符永权带领的戒毒所团队
的功劳。”

（本报文城7月24日电）

文昌强化基层纪检监察
机构办案能力
今年以来17个乡镇立案37件、结案28件

本报文城7月24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黄云平）文昌市纪委坚持以基层查办违纪案件为
抓手，创新管理体制，在最基层将纪律挺在前面。
今年以来，文昌市17个乡镇共立案37件40人，
结案28件29人，形成有力震慑。

据了解，为加强基层纪检监察机构办案能
力，文昌市纪委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在加强业
务培训方面，文昌组织各镇纪委书记、监察室主
任，围绕案件检查、案件审理、办案纪律等方面
知识进行集中培训。同时，还将办案常用的条
例、制度、办法、意见等汇编成册，下发到基层
纪检监察干部手中，使他们在办理案件时有纪
有法可依。

今年以来，文昌市纪委还从基层抽调纪检监
察干部到办案室跟班学习，在查办案件过程中通
过带办、协办等方式，进一步提高基层纪检监察干
部查办案件的能力和水平。

与此同时，文昌实施分片督促指导制度，提升
基层办案质量。文昌市纪委主要负责人包片联系
点，帮助其联系的镇解决办案中遇到的难题，对办
案不力的基层纪检监察机构进行重点帮促，确保
基层案件的查办质量。

文昌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符永权创新管理制度、工作思路获肯定

人性化管理助戒毒者走向新生

文昌严打食品药品违法犯罪

近3年查处59宗
涉食品生产环节案件

本报文城7月24日电（记者李
佳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记者从文昌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召开的食品
小作坊负责人培训会上获悉，近年来，
文昌加大对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行
为的打击力度，近 3年共查处案件
236宗，其中涉及食品生产环节的案
件59宗。

据了解，文昌近3年查处的小作
坊违法违规添加食品添加剂案件，主
要有豆芽加工小作坊违规使用无根水
培育豆芽、米粉面条作坊超范围使用
含铝的食品添加剂等类型。

此外，文昌食药监部门对食用植
物油加工小作坊和生产企业进行专项
抽检时发现，部分批次花生油黄曲霉
毒素B1项目不合格、脂肪酸组成超
标，部分批次椰子油塑化剂超标。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上班好啊！”7 月 17 日下午，
刚刚从曲奇饼干生产车间出来，身
上还散发着香气的黄小冰，见到记
者时满脸笑意。她是文昌市东郊
镇椰林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虽然
今年只有 30 岁，但她要抚养两个
年幼的孩子，还要照顾年迈多病的
父母。

“上班有稳定的收入，而且离家
近，方便照顾老人孩子。”黄小冰一边
麻利地脱去工作服，一边打开了“话匣
子”。

原来，素有“海南椰子半文昌，文
昌椰子半东郊”美誉的东郊椰林一带，

人口密集，人多地少。为谋生计，许多
当地人不得不外出打工。直到民营企
业家黄春光创办海南春光椰子产品生
产加工基地，发展特色产业，近1000
名老百姓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我从小生长在椰林下，对家乡
有着很深的感情，东郊人谋生不易，
如果我成功了，一定要带动乡亲们一
起致富。”黄春光坦言，这是他创业的
初心。

春光食品的生产加工基地主要
在东郊镇和龙楼镇，这里的椰子质
量好，但部分村庄交通不太便捷，随
着原材料的大量购进和产品的大量
输出，物流费用颇高。从节约成本
提高企业利润的角度考虑，曾有人
建议黄春光将工厂搬到海府地区，

但却遭到黄春光拒绝：“我不能只顾
企业利润，却看不见当地群众的生计
困难。”

计利当计天下利，这是企业家的
胸怀。20多年来，海南春光一路发展
壮大，年产值达数亿元。然而，无论怎
样发展，它的根基始终扎在这片椰影
婆娑的文昌大地。今年初，首座以椰
子文化为主题的观光工厂落成，新增
就业岗位600多个，目前已完成招工
208人，其中失地农民和贫困户劳动
力约占60%。

“吸收就业只是一方面，我们还
通过金融产业扶贫平台，联结帮扶
82 户贫困户，共计 243 人。”采访
中，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人事行
政总监何启旺这样介绍。所谓产

业联结帮扶，是指贫困户利用政府
搭建的平台，从银行借贷获得产业
资金，以入股企业的方式参与企业
分红。

不仅如此，长期以来，春光食品
还通过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联
结广大贫困户，以保底价收购他们
种植的椰子、菠萝蜜、生姜等农产
品，帮助贫困群众发展种植业实现
脱贫。

“现在，我们不仅可以进工厂上
班，家里房前屋后的空地，都会种上椰
子、菠萝蜜，因为只要种得出来，就不
愁卖呀！”黄小冰憧憬地说：“虽然现在
还是贫困户，但是相信日子一定会越
过越好的！”

（本报文城7月24日电）

一人才引进项目
入驻文昌创客邦
将为椰乡引进海外英才

本报文城7月24日电 （记者李佳飞 特约
记者黄良策）文昌积极落实《百万人才进海南行
动计划（2018—2025年）》见行动。日前，文昌创
客邦引进了海南致远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该公司
将致力于为文昌引进海内外优秀人才。

据了解，海南致远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主要通
过线上线下同步课程培训，开展城市移民、人才引
进、学历提升、资格证书提升等业务，可为各类人
才提供从咨询到落户的“一站式”服务。

此外，文昌创客邦还将与文昌市人才服
务中心进一步合作，为各领域人才提供优质
的创业平台，并通过线上发布宣传资料、组织
宣讲团宣传引才优惠政策、落实专人“一对
一”联系企业等措施，为有引才需求的企业提
供全方位服务。

创客邦是火炬孵化旗下三大业务品牌之
一，是首批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目
前已完成“五区百城”的战略布局，在全国建立
了70多个众创基地，孵化项目3000多个，在多
项领域与各大品牌企业展开合作，汇聚了全国
优秀创业服务资源。

文昌创客邦将围绕航天科技主导产业和重点
工作，紧盯高层次人才、聚焦实用型人才，深入高
科技企业大力宣传海南省引进海内外人才的各项
举措，多渠道引进海内外紧缺高端人才，为文昌重
点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着力破解执行难题

法院“亮剑”“老赖”服软
本报文城7月24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云明慧）近日，文昌市人民法院成功化解了一起4
年未结的积案，以实际行动助力实现“基本解决执
行难”目标任务。

据了解，申请人符某与被执行人黄某于
2014年签订协议，约定黄某将其在村民小组划
分的土地上建造的一层楼房转让给符某，转让价
款为38万元，符某已付18.05万元，余款待黄某
交付房屋后付清。然而，黄某收款后未交付房
屋，符某便起诉至文昌市人民法院要求黄某移交
房屋。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双方转让农村宅基地
上房屋的协议无效，判决黄某10日内返还符某
已付购房款18.05万元。

法院判决生效后，黄某拒不履行义务，符
某遂向文昌市人民法院申请立案执行。2015
年 9月 9日，黄某支付2.9万元后，与符某达成
执行和解协议，由黄某分3年返还剩余购房款，
如被执行人不按协议履行，则恢复原判决的执
行。两年过去，黄某分文未付，符某向文昌市人
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原判决。法院依法对黄某
名下财产进行查控，但未发现其名下存款、房
产、车辆、土地等财产。经多次通知，黄某拒绝
报告财产也拒不到庭接受询问，四处躲藏，不
肯现身。

今年6月27日傍晚，申请人符某向案件承
办法官张磊提供黄某回家线索，张法官立即向
院长汇报情况，并报请采取拘留措施，避免黄某
为逃避责任再次隐匿。文昌市人民法院院长李
戈当即批准拘留，并与执行干警商议确定了抓
捕拘留方案。

当晚9时许，法院干警赶到黄某家中，正在
家中上网的黄某十分震惊。张法官说明来由
后对黄某进行一番思想教育，黄某仍一再以

“我没有钱，没钱还，没钱给”为由推脱。随即，
法官宣布决定对黄某采取司法拘留15天的强
制措施。

看到法院即将动真格，黄某急忙表示请求
法院给予其时间筹钱，保证还钱。在场的还有
黄某的母亲符某青，她表示愿意马上将自己2
万元存款取出替儿子还钱，并以自己的财产为
儿子的剩余债务提供担保，但求法院不要拘留
黄某。在征求申请人符某的意见后，法院主持
相关当事人当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履行2
万元债务。

7月3日晚，大雨过后，夕阳映红了天空，位于文昌市铺前镇的木兰湾，霞光倾洒在海面上，景色美不胜收。
在木兰湾西南角，矗立着一座航标灯塔。从灯塔的位置远眺，浩瀚的南海碧波荡漾，虎威岭、七星岭遥遥相对。近看，成片的树林郁

郁葱葱，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纯美木兰湾

符永权在向戒毒人员家属介绍戒毒所工作开展情况。（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挂图作战，强化监督问责，构建生态保护长效机制

文昌打响环保问题整改攻坚战

海南春光以就业、产业联结等形式帮助贫困群众脱贫

发展特色产业 造福一方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