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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吴洁飞 吴春娃）海南
日报记者5月27日从省气象部门获
悉，预计本周前、中期全岛多阵雨或
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
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期全岛多
云，局地有分散阵雨或雷阵雨。

省气象部门建议，海南岛近期
多阵雨，北部等地乳熟至成熟的早
稻应注意降水情况，疏通沟渠排水，
避免倒伏；同时关注天气预报，安排
收割晾晒。强对流天气容易导致处

于成熟期的荔枝、芒果等裂果、落
果，需要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同
时建议中度干旱的东方和昌江等市
县，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并积极开展
增雨作业。

同时，省气象部门提醒，海南岛
近期雷阵雨天气频繁，大家出门时请
关好门窗，关闭好电器，最好切断电
源；将阳台摆放的物品和室外晾晒的
衣物及时收回，以免被风吹落砸伤他
人；注意加强自身防范，做好防风、防
雨等保护措施，注意出行安全。

我省今起上调油价

92号汽油
最高8.24元/升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原
中倩）根据国家发改委官网5月27日
公布的国内成品油价格调价信息，国
内汽、柴油价格（标准品）每吨均提高
50元。省发改委按照现行成品油价
格形成机制调整我省汽、柴油最高零
售价格，自5月28日零时起执行。

调整后，我省成品油最高零售价
格为：89号汽油7.61元/升，92号汽油
8.24元/升，95号汽油8.75元/升，0号
柴油6.85元/升，均上调0.04元/升。

根据油气价格联动的有关规定，
我省车用压缩天然气销售价格从4.89
元/立方米（等值换算为6.80元/公斤）
调整为4.92元/立方米（等值换算为
6.84元/公斤）。

本报海口 5 月 27 日讯 （记者
叶媛媛）海南日报记者从5月 27日

下午召开的 2019 年海口市普通高
考、高中基础会考及学业水平合格
性考试考务工作会议获悉，今年海
口高考报名总人数为 14488 人，其
中文史类 4359 人，艺术类 619 人，

理工类9284人，体育类226人。今
年高考考点统一踩点时间为 6月 6
日 9：00-15：00，考生届时可自行
前往，提前熟悉考点环境。

据悉，今年高考海口共设 9 个

考点、491 个考场。其中文史类考
场 150 个，艺术类考场 21 个，理工
类考场312个，体育类考场8个。

海口今年共设置一个高中基
础会考考点，即海南华侨中学高

中部。
海口市考试中心有关负责人

表示，各考点要在考前一天对考
生开放，供其提前熟悉考点、考场
环境。

今年海口设9个考点，1.4万余人报考

高考生6月6日可到考场踩点

关注2019年高考

本报定城5月27日电（记者邓
钰 特约记者司玉 通讯员程守满）当
美食“遇见”绘画，会撞出怎样的火
花？定安县将于6月1日举办“趣味
定安 美食漫谈”美食涂鸦、绘画活
动，现面向全省少年儿童绘画爱好者

征集美食涂鸦、绘画作品。
据了解，此次绘画征集活动面向

全省6岁至12岁的少年儿童绘画爱
好者，参赛作品围绕端午节、粽子以
及定安特色美食主题，发挥参赛者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用手中的画笔尽情

挥洒童趣，展现多彩的美食世界。
本次绘画作品征集活动截止5月

31日。即日起，参赛者可将完成的作
品发送至邮箱39987183@qq.com，
并以“姓名+年龄+作品名称+作品+
联系方式”的格式标注邮件主题，主
办方工作人员将筛选50幅入围作品
在“趣味定安 美食漫谈”美食涂鸦、

绘画活动现场展出，筛选20幅至30
幅优秀入选作品参与现场颁奖。

据介绍，“趣味定安 美食漫谈”美
食涂鸦、绘画活动将于6月1日在定安
古城老县衙遗址举行。活动当天，现
场观展及作品入围的小朋友可自带画
具围绕指定美食现场进行美食主题作
画，优秀的涂鸦作品将被印上餐巾纸。

三亚专项打击“两盗”行为

两个月破案138起
本报三亚5月27日电（记者徐慧玲）5月27

日，三亚市公安局召开进一步深入开展打击“入
室盗窃”“盗抢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专项行动暨
退赃仪式新闻发布会。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
悉，该局 3月 20 日印发了《开展打击“入室盗
窃”、“盗抢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犯罪专项行动
工作方案》，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5月26
日，共破案138起，其中仅“飞鹭支队杨庆飞行动
队”就破案39起；发案数同比下降12.2%。

据悉，3月8日，三亚市公安局飞鹭支队组建
了以飞鹭便衣中队为主力的杨庆飞行动队，专门
负责打击“两盗”违法犯罪行为。目前，“飞鹭支队
杨庆飞行动队”已在原有30人基础上扩大至50
人。全市派出所均设1个行动中队，业务上受“飞
鹭支队杨庆飞行动队”统一指挥。目前三亚市公
安局各辖区已组建以专项行动中队共48个，仅5
月20日至5月25日，专项行动队就破获盗抢电动
自行车案件19起，缴获电动自行车5辆；破获盗
抢摩托车案件1起，缴获摩托车3辆。三亚市公
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三亚警方将在“飞鹭支队杨
庆飞行动队”经验的基础上加大打击力度，全力营
造更加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社会治安环境。

本周前、中期全岛多雨
出行须做好防风防雨准备

“趣味定安 美食漫谈”活动面向全省征集作品

喜欢美食涂鸦的小朋友，赶快动笔投稿

5月28日-31日
全岛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个别地区并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最高气温全岛大部地区31℃-34℃
最低气温中部山区22℃-24℃，其余地区25℃-27℃

6月 1日-2日
全岛多云间晴，五指山以北局地午后有雷阵雨，五指山以南局地有小阵雨
最高气温西北半部地区33℃-36℃，东南半部地区31℃-33℃
最低气温变化不大

◀上接A01版
地方党委组织部和垂直管理单位组织
（人事）部门负责指导本地区本系统的监
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工作。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级党的机
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
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事业单
位、群团组织、国有企业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的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

第二章 监督检查重点内容

第六条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情况。
重点监督检查是否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
党委（党组）履行干部选拔任用责任，是
否按照民主集中制和党委（党组）议事规
则、决策程序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

第七条 坚持好干部标准和树立正
确用人导向情况。重点监督检查是否坚
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
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是
否坚持新时期好干部标准，严把政治关、
品行关、能力关、作风关、廉洁关，选拔任
用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

第八条 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政
策规定情况。重点监督检查是否按照机
构规格和职数、资格条件、工作程序选拔
任用干部；是否深入考察，认真查核，对人
选严格把关；是否严格执行交流、回避、任
期、退休、干部选拔任用请示报告等制度
规定；是否严格落实干部管理监督制度。

第九条 遵守组织人事纪律和匡正
选人用人风气情况。重点监督检查是否
严格遵守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纪律，是否
采取有力措施严肃查处和纠正选人用人
不正之风。

第十条 促进干部担当作为情况。
重点监督检查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激励干
部担当作为，是否对不担当不作为的干
部严格管理、严肃问责。

第三章 监督检查工作机制

第十一条 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组织监督、民主监督机制，把专项检
查与日常监督结合起来，将监督检查贯
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过程。

第十二条 强化上级党组织监督检
查。主要采取任前事项报告、“一报告两
评议”、专项检查、离任检查、问题核查等
方式进行。

第十三条 完善党委（党组）领导班
子内部监督。党委（党组）研究干部任免

事项，应当把酝酿贯穿始终，认真听取班
子成员意见。会议讨论决定时，领导班
子成员应当逐一发表意见，主要负责人
最后表态。领导班子成员对人选意见分
歧较大时，应当暂缓表决。不得以个别
征求意见、领导圈阅等形式代替集体讨
论决定。

第十四条 健全组织（人事）部门内
部监督。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应当向干部
监督机构了解情况，干部监督机构负责
人列席研究讨论干部任免事项会议。认
真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纪实制度，建
立自查制度，每年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情况进行1次自查。

第十五条 拓宽群众监督渠道。认
真查核和处理群众举报反映的问题，定
期开展分析研判，及时研究提出工作意
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及时回应群众
关切。完善“12380”举报受理平台，提
高举报受理工作信息化水平。

第十六条 健全地方党委干部选拔
任用监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加强有关
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监督工作合力。
联席会议由组织部门召集，一般每年召
开1次，重要情况随时沟通。

第四章 任前事项报告

第十七条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在事前向上级
组织（人事）部门报告：

（一）机构变动或者主要领导成员即
将离任前提拔、调整干部的；

（二）除领导班子换届外，一次集中
调整干部数量较大或者一定时期内频繁
调整干部的；

（三）因机构改革等特殊情况暂时超
职数配备干部的；

（四）党委和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个别
特殊需要的领导成员人选，不经民主推
荐，由组织推荐提名作为考察对象的；

（五）破格、越级提拔干部的；
（六）领导干部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

提拔任用的；
（七）领导干部近亲属在领导干部所

在单位（系统）内提拔任用，或者在领导干
部所在地区提拔担任下一级领导职务的；

（八）国家级贫困县、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地市在完成脱贫任务前党政正职职
级晋升或者岗位变动的，以及市（地、州、
盟）、县（市、区、旗）、乡（镇）党政正职任
职不满3年进行调整的；

（九）领导干部因问责引咎辞职或者

被责令辞职、免职、降职、撤职，影响期满
拟重新担任领导职务或者提拔任职的；

（十）各类高层次人才中配偶已移居
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但子女均已移居
国（境）外人员、本人已移居国（境）外的
人员（含外籍专家），因工作需要在限制
性岗位任职的；

（十一）干部达到任职或者退休年龄
界限，需要延迟免职（退休）的；

（十二）其他应当报告的事项。
第十八条 上级组织（人事）部门接

到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后，
应当认真审核研究，并在15个工作日内
予以答复。未经答复或者未经同意的人
选不得提交党委（党组）会议讨论决定。
未按照规定报告或者报告后未经同意作
出的干部任用决定，应当予以纠正。

第五章 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一报告两评议”

第十九条 党委（党组）每年应当结
合全会或者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总
结考核，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情况，接
受对年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和所提拔任
用干部的民主评议。

第二十条 参加民主评议人员范
围，地方一般为参加和列席全会人员，其
他单位一般为参加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年度总结考核会议人员，并有一定数量
的干部群众代表。

提拔任用干部民主评议对象，地方
一般为本级党委近一年内提拔的正职领
导干部；其他单位一般为近一年内提拔
担任内设机构领导职务的人员和直属单
位领导班子成员。

第二十一条 “一报告两评议”由上
级组织（人事）部门会同被评议地方和单位
组织实施，评议结果应当及时反馈，并作为
考核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重要参考。

对评议反映的突出问题，上级组织
（人事）部门应当采取约谈、责令作出说明
等方式，督促被评议地方和单位整改。对
认可度明显偏低的干部，被评议地方和单
位应当对其选拔任用过程进行分析、作出
说明，并视情进行教育或者处理。

第二十二条 被评议地方和单位应
当向参加民主评议人员通报评议结果和
整改情况。

第六章 专项检查

第二十三条 党委（党组）开展常规

巡视巡察期间，同级组织（人事）部门应
当通过派出检查组等方式，对选人用人
工作进行专项检查。

结合专项检查，可以对领导干部担
当作为情况进行检查。

第二十四条 检查组在巡视巡察组
组长领导下开展工作。检查前，巡视巡
察组应当向检查组提供所发现的选人用
人问题线索。检查组发现的主要问题，
应当提供给巡视巡察组，并写入巡视巡
察报告。

第二十五条 检查工作结束后，检
查组应当形成检查情况报告，报派出检
查组的组织（人事）部门主要负责人或者
党委（党组）负责人审定后，与巡视巡察
情况一并反馈，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
意见。

第二十六条 被检查地方和单位应
当积极配合检查，如实提供情况，对照检
查反馈意见抓好整改落实，并于收到反
馈意见后2个月内向派出检查组的组织
（人事）部门报告整改情况。派出检查组
的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加强对整改情况
的监督，确保问题整改到位。

第二十七条 对选人用人问题反映
突出的地方和单位，上级组织（人事）部
门可以视情开展重点检查。

第七章 离任检查

第二十八条 市（地、州、盟）、县
（市、区、旗）党委书记离任时，应当对其
任职期间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行检查。

第二十九条 离任检查通过民主评
议、查阅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相关材料、听
取干部群众意见等方式进行。

第三十条 离任检查按照干部管理
权限由上级组织部门开展。对拟提拔重
用的检查对象，结合干部考察工作进行，
检查结果在考察材料中予以反映，并作
为评价使用的重要参考。

第八章 问题核查

第三十一条 组织（人事）部门对监
督检查发现和群众举报、媒体反映的违
规选人用人问题线索，应当采取调查核
实、提醒、函询或者要求作出说明等方式
办理。

第三十二条 对严重违规选人用人
问题实行立项督查，办理单位应当认真
组织调查，不得层层下转。查核结果和
处理意见一般在2个月内书面报告上级

组织（人事）部门。
第三十三条 对提拔任现职后受到

撤销党内职务或者撤职以上党纪政务处
分，且其违纪违法问题发生在提拔任职
前的干部，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组
织（人事）部门对其选拔任用过程进行倒
查，也可以由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倒查，
并及时形成倒查工作报告。

第九章 责任追究

第三十四条 对违规选人用人问
题，党委（党组）负全面领导责任，领导班
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承
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的领导班子
其他成员承担领导责任。组织（人事）部
门、纪检监察机关、干部考察组有关负责
人和其他责任人员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承
担相应责任。

第三十五条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
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追究党委（党组）及
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主管的领导班子
成员、参与决策的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
责任：

（一）民主集中制执行不到位，党委
（党组）领导把关作用发挥不力，出现重
大用人失察失误，产生恶劣影响的；

（二）用人导向出现偏差，选人用人
不正之风严重，干部不担当不作为问题
突出，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

（三）落实主体责任不到位，对选人
用人问题和干部不担当不作为问题不处
置、不整改、不问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维护和执行组织人事纪律不
力，导致选人用人违规违纪行为多发，造
成恶劣影响的；

（五）其他应当追究的失职失责情
形。

第三十六条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
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追究组织（人事）部
门有关负责人和其他责任人员的责任：

（一）不按照规定的职数、资格条件、
工作程序、纪律要求选拔任用干部的；

（二）不按照规定向上级组织（人事）
部门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
的；

（三）不按照规定对所属地方、单位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导致问题突
出的；

（四）对反映线索具体、有可查性的
选人用人问题不按照规定进行调查核实
或者作出处理的；

（五）其他应当追究的失职失责情

形。
第三十七条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

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追究纪检监察机关
有关负责人和其他责任人员的责任：

（一）不如实回复拟任人选廉洁自律
情况并提出结论性意见的；

（二）对收到的反映拟任人选问题线
索具体、有可查性的信访举报不按照规
定调查核实，或者对相关违纪违法问题
不按照规定调查处理的；

（三）不按照规定履行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监督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其他应当追究的失职失责情
形。

第三十八条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
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追究干部考察组有
关负责人和其他责任人员的责任：

（一）不按照规定程序和要求进行考
察的；

（二）考察严重失真失实，或者隐瞒
歪曲事实真相、泄露重要考察信息的；

（三）不认真审核干部人事档案信
息，或者对反映考察对象的举报不如实
报告，以及不按照规定对问题进行了解
核实，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其他应当追究的失职失责情
形。

第三十九条 党委（党组）有本办法
所列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情节较轻的，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情节较重的，责令整
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情节严重、本身
又不能纠正的，应当予以改组。

第四十条 领导干部和有关责任人
员有本办法所列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情节较轻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作出书
面检查、通报或者诫勉处理；情节较重
的，给予停职检查、调离岗位、限制提拔
使用处理；情节严重的，应当引咎辞职或
者给予责令辞职、免职、降职处理。

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依照有关规
定追究纪律责任。涉嫌违法犯罪的，移
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由中央组织部
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9年5月
13日起施行。2003年6月19日中央办
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监督检查办法（试行）》、2010年3月7日
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办法》

三亚依法拆除
铁炉港全部151家渔排

本报三亚5月27日电 （记者徐慧玲）海南
日报记者5月27日从三亚市海棠区获悉，截至
目前，三亚已将海棠区铁炉港内的151家渔排
全部依法拆除，总计面积近10.5万平方米。目
前，三亚有关部门正在进行渔排残骸和垃圾清
运工作。

铁炉港位于三亚市海棠区南部，海域面积约
7.9平方公里，平均水深5米，是一处天然避风良
港。因其具有适合渔业养殖的自然条件，多年来
已形成一定规模的渔业养殖产业，并在渔业养殖
的基础上发展了一定数量的海鲜餐厅渔排，形成
分布于港口航道两侧的两条渔排设施带。由于
经营活动过于频繁，各类生活垃圾、污水和餐饮
废弃物直接倾倒、排放入海，导致该区域海水出
现不同程度污染和水质下降。

2018年3月起，三亚将铁炉港海上渔排清理
工作提上日程。经实地测量并经审计部门审定，
铁炉港内有渔排共计151家，其中养殖渔排114
家，海鲜渔排37家。截至目前，三亚已依法全部
拆除151家渔排。

三亚将依托海棠区藤海社区建设美丽渔村的
契机和蜈支洲景区的区位优势，发动部分渔排业
主抢抓发展机遇，转产上岸再创业。

“儋州粽子”两款产品
获全国粽子产品一等奖

本报那大5月27日电（通讯员
何万常 记者周月光）在近日落幕的第
十五届中国粽子文化节全国粽子（糕
团）技艺大赛上，儋州景隆食品有限公
司选送的鸡屎藤海鲜粽与儋州利康食
品有限公司选送的腊肉粽，在全国数
十家知名粽子代表企业产品中脱颖而
出，荣获全国粽子产品一等奖。

关注2019年海南定安美食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