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委会
委员由原来
的每月 1000
元提高到每
月 1500元

村民小
组组长由原
来的每月500
元提高到每
月600元

村 民 小
组副组长由
原来的每月
300元提高到
每月400元

本报牙叉9月11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讯员
符彦 符景兰）9月1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白沙黎
族自治县委组织部获悉，白沙已制定下发《白沙黎
族自治县提高在职村组干部生活补贴和两新组织
年工作经费发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在
2017年提高农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生活补贴标
准的基础上，决定从2018年1月起（增补），再次
大幅提高在职村组干部生活补贴标准。

据悉，白沙十分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注重人
财物向基层倾斜，在县级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不仅
逐年提高村组干部生活补贴标准，还每年为村干
部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保险，每年为每个村（社区、
居）拨付5万元服务群众专项经费。今年白沙还
准备投入2600多万元，对17个村级活动场所进
行改造升级。目前，该县村级组织年工作经费已
达15万元。

白沙提高村组干部
生活补贴标准
在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月生活补贴
由原来的2000元提高到2300元

副职由原来的每月 1200元
提高到每月 1800元

制图/陈海冰

严查快办 敲响警钟形成震慑

强化监督执纪 问责倒逼责任落实

■■■■■ ■■■■■ ■■■■■

白沙2018年教师节表彰大会召开

一批优秀教育工作者
受表彰

本报牙叉9月11日电（记者曾毓慧 特约记
者吴峰）9月7日，白沙黎族自治县召开2018年教
师节表彰大会，表彰了2017-2018学年度教育领
域优秀个人和先进单位。

据悉，大会表彰何娟等18名“优秀教师”、李
荣芳等19名“优秀班主任”、吴瑞领等18名“最美
乡村教师”、谭清兰等10名“师德师风先进个人”、
孙定志等5名“优秀教育工作者”、钟盛旺等6名

“优秀校长”、潘湘娜等26名“2017-2018学年度
教学工作先进个人”。思源学校等10所学校获得

“2017-2018学年度教学工作优秀单位”称号，七
坊中学等3所学校荣获“2017-2018学年度教学
工作进步奖”。

白沙县委书记张蔚兰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
切实增强加快教育事业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抓
住关键环节，补齐短板，办党和人民满意的教育事
业，要加强师资建设，着力打造一支德才兼备的教
师队伍，共同推动白沙教育事业迈上新台阶。

助寒门学子圆大学梦

白沙发放助学贷款
1142万余元

本报牙叉9月11日电（记者曾毓慧 特约记
者吴峰）9月1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白沙县教育
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了解到，今年以来，该县已有
1576名大学生申请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共贷款
1142万余元，其中520名学生为首次贷款。

据了解，今年以来，白沙教育部门扎实推动
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确保各项资助政策落到实
处。共青团白沙县委组织开展“爱心助学·圆梦
行动”，筹集助学款58万余元，资助了111名白
沙籍大学生。

白沙县扶贫办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白沙
大力推动教育扶贫工作，精准帮扶建档立卡贫困
户在校生，确保“不错一人、不漏一人”，不仅帮助
寒门学子们圆了大学梦，也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
府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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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动态

白沙茶香小镇位于白沙陨石
坑茶园内，规划面积约130公顷，
青山环抱，流水潺潺。去年10月
项目动工以来，白沙黎族自治县
有关部门依托茶园景观、河谷溪
流及黎族文化等优势资源，将发
展茶产业与旅游业结合起来，精
心打造特色鲜明的茶香小镇。在
这里，游客可以体验茶叶采摘、杀
青、揉捻成型、烘干等工艺流程，
还可在茶文化体验点观看炒茶师
傅炒茶。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摄

茶旅结合
别有韵味

白沙黎族自治县纪委监委强化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

挺纪亮剑 护航脱贫攻坚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通讯员 钟少勇 练良燕

今年以来，白沙黎族自治县
纪委监委挺纪在前，从严监督执
纪问责，从严从重查处扶贫“贪
蝇”，向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
者亮剑，助力全县打赢脱贫攻坚
战。

白沙近日召开的扶贫领域警
示教育大会提出，全县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要在继续开展扶贫领域“四
个专项”整治的基础上，加强对扶
贫领域腐败问题和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的监督执纪，以铁的纪
律,护航脱贫攻坚。

“挺纪亮剑惩‘贪蝇’，做监督
执纪问责的‘啄木鸟’，全面构筑
精准扶贫的‘绿水青山’。”白沙县
委书记张蔚兰表示，精准扶贫离
不开精准监督，要做到监督执纪
问责全覆盖，不遮掩问题，不推卸
责任，狠抓问题整改，补齐工作短
板，在打好扶贫作风整改攻坚战
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推动脱贫
攻坚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今年8月底，临近金秋开学季，
白沙纪委通报7个扶贫领域工作失
职失责问题典型案例，其中有3个教
育扶贫领域问题典型案例。阜龙乡
中心学校副校长王德飞、七坊镇中心
学校办公室原主任符国川、元门乡中
心学校教师王锋3人因教育扶贫责
任落实不到位，分别受到党内警告或
政务警告等处分。

对于扶贫部门领导干部的失职
失责问题，白沙县纪委监委同样予以
严厉处分。白沙县总工会主任科员
周大成2015年至2016年在担任白
沙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党组
成员期间，履行工作职责不到位，未
及时核对贫困户剔除名单，导致白
沙县教育局向荣邦乡贫困户陈某
昌、刘某剑等7户贫困户的13名子

女错发教育补助金4.54万元。今年
8月14日，周大成受到党内警告、政
务记大过处分，错发的教育补助金
正在追缴中。

自2015年1月开展扶贫领域监
督执纪工作以来，白沙县纪委紧盯扶
贫资金使用、扶贫项目建设等环节，
派出巡察组先后对11个乡镇党委和
白沙县农业局党组开展扶贫领域专

项巡察，同时成立2个问题线索督查
督办组和6个问题线索排查组深入各
乡镇开展工作，调查核实相关问题线
索。此外，白沙还组织开展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线索大排查，对2015
年以来受理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线索进行“回头看”……白沙推出一
系列纪检监察举措，通过强化监督执
纪问责倒逼脱贫攻坚责任落实。

“扶贫关乎贫困群众的切身利
益，对于扶贫领域腐败和干部作风问
题，我们坚持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
起。”白沙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
监委主任秦晓宏说。

据介绍，为拓宽问题线索来源渠
道，抓住关键人和事，白沙县纪委监
委主动作为，对全县脱贫攻坚工作中

虚报冒领、截留私分、优亲厚友等问
题进行全面排查。同时，充分调动各
监察室、乡镇纪委力量，严查快办扶
贫领域案件。

据统计，2015年1月至2018年8
月底，白沙县纪委共发现扶贫领域问
题线索153件，立案65件，给予党纪
政纪处分75人。七坊镇照明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万有天利用职务
便利将儿子列为贫困户，被严肃查
处。青松乡益条村坤保第二村民小
组组长李志荣将妻子列为贫困户，被
严肃查处。此外，白沙县纪委监委给
予侵占冒领扶贫资金的原细水乡政府
民政助理王元业开除党籍处分，分别
给予扶贫“慢作为”的南开乡政府民政

助理符其忠、邦溪镇政府民政助理刘
付成、金波乡政府民政助理周方能党
内严重警告、党内警告处分。

白沙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该县对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和作风
问题严查快办，形成有力震慑，起到
了较好的警示作用，维护了贫困群众
的利益。

为充分调动基层党员干部干事
创业的积极性，白沙积极谋划，为想
干事、能干事的干部提供制度保障。
2017年9月出台的《白沙黎族自治县
容错纠错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
称《办法》）明确，在落实党委、政府决
策部署中，出现工作失误和偏差，但
经过民主决策程序，没有为个人、他
人或单位谋取私利，且积极主动消除
影响或挽回损失等16种情形属于容

错纠错范围。
白沙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2017年，有人实名举报青松乡党
委委员、副乡长符伯捍在开展光青
公路项目征地工作中滥用职权，未
经农户同意私自砍伐树木、侵占农
户征地款等问题。经查，符伯捍在
开展光青公路征地工作期间，多次
通知农户自行清理项目规划范围内
地上附着物，但村民未对地上附着

物进行清理，为及时推进项目实施，
符伯捍依法依规组织人员配合白沙
县交通局清理项目规划范围内的树
木；对于无主土地，也及时召开协
调会确认为村集体所有。鉴于符
伯捍是在落实党委、政府决策部
署，推进重大民生项目中出现了工
作失误和偏差，属于容错情形，白
沙纪委在对其进行函询后及时澄
清了相关情况。

“今后开展扶贫工作再也不会因
为害怕犯错而不敢放手干了。”受访
中，不少基层扶贫干部表示，《办法》
的出台提振了想干事的党员干部的
精气神。白沙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
人介绍，该县将把容错纠错机制运用
到问题线索处置的全过程，激发党员
干部做好脱贫攻坚工作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

（本报牙叉9月11日电）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练良燕 刘俨

“真没想到，纪委这么快就帮我把
钱要回来了。”近日，在白沙黎族自治
县荣邦乡俄朗村，回忆起几个月前原
驻村第一书记高志索贿一事，贫困户
洪清龙不禁为白沙纪委严肃查处扶贫

“贪蝇”一事点赞。今年8月，荣邦乡
纪委将高志部分涉案款1.4万元退还
给了 4户贫困户，洪清龙领回了被

“借”走的3000元。
海南省纪委监委今年6月通报：

经查实，白沙县荣邦乡扶贫干部、驻俄
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驻俄朗村工作
组组长高志利用职务便利，以帮助贫

困户申请危房改造补贴为由，先后共
向3户贫困户索要9000元；以借为名
向8名服务对象（其中贫困村民3人）
索要1.85万元。最终，高志受到开除
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李书记，驻村工作组组长高志打
来电话，说我申请危房改造不符合条
件，但如果给3000元打点关系就能拿
到危房改造补贴，有这回事吗？”今年3
月16日，接到俄朗村村民刘定理的电
话后，荣邦乡纪委书记李国文立即组织
人员开展核查。随后，白沙县纪委监委
也成立专案组赶赴荣邦乡展开调查。

专案组决定先从外围入手，一边
向举报人核实情况，一边到俄朗村其

他贫困户家中走访。多户贫困户提供
了高志索要财物的相关问题线索。

“去年12月，高志说他姐姐生病
住院了，让我借3000元给他，说好年
前就还给我的，可打电话催了好多次
都不还，怕他会取消我的危房改造资
格，就没敢再催了。”

……
经核查，2017年11月至2018年

3月，高志利用职务便利，先后向21
人索要24笔共计5.95万元。索贿对
象包括贫困户、村干部。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名驻村扶
贫干部把党纪国法抛之脑后，将“黑
手”伸向了贫困户的口袋？高志索贿
案令人深思。

“其实，这几户贫困户都符合危房
改造申请条件，我觉得，他们为了拿到
这6万元危房改造补贴，应该会拿3000
元给我。”面对办案人员的询问，高志如
实交代了多次向贫困户“借钱”甚至索
贿的违纪违法事实。

原来，为追求奢靡生活，高志每月
工资入不敷出，还在16个网络平台贷
款用来挥霍，结果越陷越深，无法偿还
高额债务。俄朗村共有83户贫困户
符合危房改造申请条件。为了一己私
利，他以帮助贫困户申请危房改造补
贴、姐姐生病急需用钱等理由，顶风违
纪，侵害群众利益。

如何最大限度挽回贫困群众的损
失，是这起案件能否圆满结案的关键。

在重温党章并接受教育后，高志
追悔莫及，主动将尚未归还的涉案款
4.8万元上交。2018年 5月，白沙县
纪委监委给予高志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处分。

“高志索贿案是白沙查处的一起
扶贫领域典型案件，我们要坚决斩断
伸向贫困户的‘黑手’，防止‘蛀虫’滋
生。”白沙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
委主任秦晓宏说。

据统计，自2017年以来，白沙县
纪委共处理扶贫领域问题线索140
件，其中立案54件，纪律处分58人，
组织调整5人，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
供了坚强的纪律保障。

（本报牙叉9月11日电）

荣邦乡俄朗村原驻村第一书记高志多次向贫困户索贿被查处

严查快办 揪出扶贫“贪蝇”

本报牙叉9月11日电（记者曾
毓慧 特约记者吴峰）9月4日一早，白
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五里路有机茶
园，又一期茶树种植管理技术培训班
开班了。来自周边村庄的50多名女
学员前来参加培训，主讲人是白沙五
里路茶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符小芳。

“茶树种植的行距在40到50厘
米，这样能腾出空间开垄施肥；株距在
30到33厘米，这样用长20厘米的锄
头除草时就不会伤到茶树的根茎
……”符小芳认真讲解，学员们认真聆
听，还不时在小本子上记下技术要领。

此时，在茶园的另一侧，几名妇女
穿梭在茶垄间，正忙着修剪茶树。“我以
前也参加过培训，是培训班的老学员。

开垄、采摘、修剪，干这些活不算苦，每
天工钱至少有100元！”符秀香是牙叉
镇方香村脱贫村民，丈夫常年患病，此
前家境比较贫寒，3年前在五里路有机
茶园参加茶树种植管理技术培训后，
她顺利在茶园就业，又因勤于琢磨茶
树栽培管理技术，当上了茶园采摘班
的班长，有了一份稳定的工资收入。

“只要学一门技术，咱白沙的妇女
同胞脱贫攻坚的干劲绝不会输给其他

人。”近年来，符小芳依托白沙陨石坑
特有的地理环境优势，积极谋划发展
有机茶产业，同时通过开展茶树种植
管理技术培训等方式吸纳当地贫困妇
女加入合作社。白沙五里路茶叶专业
合作社成员已从最初的5户增长到现
在的 176 户，茶园的规模也扩大到
300亩。

“巾帼建功脱贫攻坚，符小芳这个
队长真是好样的！”白沙老区建设促进

会（以下简称县老促会）有关负责人介
绍，作为全省唯一的老区巾帼志愿扶
贫团队，白沙老区巾帼志愿扶贫队今
年以来已组建16支分队，扶贫内容涵
盖种植养殖培训、就业帮扶等方面。
符小芳今年4月主动请缨担任白沙老
区巾帼志愿扶贫队白沙五里路茶叶专
业合作社志愿扶贫分队队长以来，在
海南省广播电视大学，白沙县委组织
部及县妇联、县老促会的支持下，分批

组织当地农村妇女参加茶树种植管理
技术培训。目前，至少有20名参加培
训的妇女在茶园务工。

脱贫攻坚，巾帼不让须眉。9月
3日，白沙五里路茶叶专业合作社正
式挂牌为“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
地”。当阳光驱散晨雾，茶园里飘来
一阵沁人心脾的茶香。正在参加培
训的女学员们相信，未来的生活一定
会更美好。

白沙五里路茶叶专业合作社志愿扶贫分队队长符小芳：

技能培训惠乡亲 巾帼扶贫有担当

白沙县纪委监委开展
“勇当先锋、做好表率”活动

本报牙叉9月11日电（记者曾毓慧）日前，
白沙黎族自治县纪委监委公布《开展“在建设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实践中勇
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在全县纪检监察系统开展“勇当先锋、做好
表率”活动。

《方案》提出，即日起至2018年12月，全县纪
检监察系统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大力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
神；在党建促脱贫攻坚、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等相
关工作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保持定力、增强党
性，推动机构改革向纵深发展；建设专业化人才队
伍；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深入开展党支部规范化建
设、“双向讲评”“五个一”等活动。

《方案》要求，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内设机构
负责人要牢固树立“一岗双责”意识，敢于担责，主
动担责，正确处理抓纪检监察业务与抓党建工作
的关系；机关党委、各党支部要加强对党员干部教
育管理监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认真落实“三会
一课”、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谈心谈话等各项工作
制度，加强痕迹管理，把机关党建各项工作抓实抓
好，不断提高机关党组织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
力，打造一支“忠诚坚定、担当尽责、遵纪守法、清
正廉洁”的纪检监察队伍。

建立容错机制 为干部干事创业鼓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