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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整改在行动

本报抱由7月14日电（记者易
宗平 特约记者林东）7月13日，乐
东黎族自治县县委工作专班赴多个
镇调研，现场办公解决实际问题，着
力推进城乡污水处理一体化。

乐东黎族自治县县委工作专班
赴万冲、大安、抱由等镇，督办既有环
保项目，谋划新的环保项目。其中，
在万冲镇抱班村、卡法村，县委工作
专班考察了地上箱体一体化污水处
理设备工艺流程和处理能力；在大安

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现场，
县委工作专班要求县水务局充分考
虑项目选址的科学性、合理性，既不
能污染下游的南木水库水源，又要将
整个项目与当前正在实施的天新线
（省道S314）改扩建“五网”基础设施
建设同步考虑，将镇墟市政排污管道
及时纳入排污主管，提高污水处理工
艺。在污水处理能力的设计上，该县
提出将镇墟周边的大炮等村庄污水
纳入考虑，避免搞重复建设。

乐东黎族自治县县委负责人表
示，要着眼长远、科学规划，抓紧研究
推动城乡污水处理一体化进程，实行

“大企业进驻、科学化运营、智能化监
测”，高标准建设城乡污水处理设备，
提高城乡污水处理一体化水平，努力
打造样板工程。

据乐东县委、县政府汇总数据显
示：2018年，乐东推进生态环境“六
大专项整治”，拆除违法建筑498宗
36.87 万平方米，制止秸秆焚烧点

587起，取缔槟榔土炉1399个。开
展打击非法采砂行动250次，捣毁抽
沙浮台181个。构建“县镇村”三级
垃圾收运体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超
过85%。完成绿化造林7513亩，修
复林业山体253.86亩，退塘332.08
亩。严控机动车、船舶、建筑扬尘等
污染，国标油烟净化器安装率达
84%。推广新能源汽车81辆，实现
零的突破。淘汰黄标车161辆，完成
省下达年度任务。

乐东着力推进城乡污水处理一体化
实行“大企业进驻、科学化运营、智能化监测”

本报营根7月14日电（记者陈卓斌）
7月12日至13日，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
率调研组一行赴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平
镇南坵村，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蹲点调研。

调研组先后深入南坵村水映田村小组、
白银头村小组、大村小组和彭田村小组，通
过入户走访、住村考察、座谈交流等方式，就
基层党建、产业扶贫、乡风文明和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

每到一处，胡光辉都关切询问脱贫户的
生产生活和家庭收入情况，对中平镇、南坵
村通过发展槟榔和种桑养蚕等产业促农民
增收的做法表示肯定，勉励当地镇村干部群
众在脱贫摘帽的基础上，按照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
村振兴总要求，在党建引领、产业培育、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垃圾分类试点等方面作出努
力，取得实效。

胡光辉在座谈会上指出，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
的初心和使命。各有关单位要紧密结合主
题教育要求，通过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
落实，继续巩固南邱村脱贫攻坚成果，逐一
排查、消除返贫隐患，因地制宜开展产业扶
持，强化产业培育。要进一步强化基层党
建，建立健全村民自治体制机制。要积极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完善村规民约，引导村民
养成文明生活习惯，力争将南坵村打造成琼
中垃圾分类处理的样板。

胡光辉赴琼中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蹲点调研

本报讯（记者黄媛艳 易宗平）7月4日
至5日，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率
领调研组一行赴扶贫联系点万宁市北大镇
尖岭村，针对该村产业发展、基层党建和脱
贫攻坚等领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蹲点调研。

作为整村推进贫困村的尖岭村，共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183户769人。2018年，该
村脱贫140户623人，贫困发生率从38.5%
降至0.3%。童道驰一行在尖岭村实地走访
慰问未脱贫贫困户，详细了解当地基层党建
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考察乡村产业项
目，并召开座谈会倾听多方建议。

童道驰在调研中指出，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重在精准施策，两地要依托良好的自然生

态禀赋，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促进经济多元
化发展。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建成一支具
有坚强战斗力的队伍，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村民打赢
脱贫攻坚战。三亚和万宁要加快完善相关
配套设施，补齐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短板。
两市可在旅游业、农业、海洋经济、康养等产
业方面加强合作，抢抓机遇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

此外，童道驰还先后前往三亚崖州区
和育才生态区，实地调研、部署该市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优化行政村建制、生态环境
保护、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等
工作。

童道驰赴万宁等地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蹲点调研

本报临城7月14日电（记者陈卓斌）7
月11日至13日，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文
明委主任肖莺子率调研组一行来到临高，就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蹲点调研。

调研组采取不打招呼、随机走访的形
式，深入各社区、文化公园、图书馆、博物馆、
乡镇宣传文化中心和部分乡村，听取社区、
镇村干部群众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试点工作的意见建议。

在临高县新盈镇宣传文化中心，调研组
与多名“哩哩美”渔歌传承人座谈，深入交流

“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等工作。在临高县
部分文化活动场所，调研组就场地使用率不
高、文化活动不够丰富等问题进行检视剖

析，提出整改落实要求。
肖莺子在调研期间强调，各有关部门要

结合当前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形成合力
加快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建设。要
发挥好乡村振兴工作队等党员干部的作用，
抓好文艺精品创作和群众性文体活动，推动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长期有歌声、活动“不断
线”。要将检视问题、查找不足贯穿主题教育
全过程，整合资源解决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作用发挥的问题，切实打通宣传群众、教育
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此外，肖莺子还实地巡察了临高文澜河
和文科河生态保护情况。

肖莺子赴临高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蹲点调研

本报讯（记者李磊）7月6日至7日，省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彭金辉带领省委组织部
调研组到东方市，就工业经济发展、脱贫攻
坚等方面工作开展蹲点调研。

7月6日上午，彭金辉首先在东方市与
该市四套班子领导进行集体谈话。当天下
午，调研组先后到东方八所港货运码头、华
盛PC项目工地、华能发电厂等地调研，听
取企业负责人和项目业主的有关情况汇报，
并现场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调研期间，彭
金辉还主持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座谈会，以工业园区为样本，围绕探索
便利营商环境等内容，与东方市有关负责人
和园区各企业负责人进行探讨。

7月6日晚，调研组一行前往东方市东

河镇西方村，夜访贫困户符玉芳、符玉胜，了
解他们的生活经济来源、危房改造、孩子教
育等情况，鼓励他们要乐观上进，依靠自己
的双手脱贫致富。7月7日，彭金辉在西方
村主持召开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座谈会，肯定
了西方村近两年在村“两委”班子建设、人居
环境、扶贫产业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时要
求要继续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产业，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在开展主题教育期间，彭金辉还多次参
加调研工作。6月22日，彭金辉一行前往万宁
市、琼海市开展主题教育基层党建工作调研，
了解两地两新组织党建、农村基层党建、社区
党建工作等情况，并调研了琼崖革命红色教
育基地建设情况，巡查了龙滚河、九曲江。

彭金辉赴东方等地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蹲点调研

张琦赴临高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蹲点调研

本报海口7月14日讯（记者计思佳）
根据省委统一安排，7月11日至12日，省委
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率队前往扶贫联系
点临高县东英镇和新村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蹲点调研，走访看望贫困
户、驻村扶贫干部、乡村振兴工作队员和老
党员，听取意见建议、发现和解决问题，并为
基层党员讲党课。

张琦一行先后来到东英镇居留鸡心黄
皮种植基地、头洋海棠小院、和新村污水处
理项目和南繁科技公司种植项目现场，实地
调研和新村产业发展、民宿打造、污水治理
等情况；走访看望贫困户，详细了解他们的
生产生活、子女上学就业等情况，勉励他们
早日脱贫致富；与驻村扶贫干部、乡村振兴
工作队员、老党员座谈交流，认真听取他们

对进一步做好脱贫攻坚工作、加强基层党建
以及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的意见和建议。

党课上，张琦带大家一起学习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央和省
委关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的部署要求，并理论联系实际，与大
家交流心得体会。张琦说，他希望和新村
在理论学习、脱贫攻坚、产业发展、基础
设施建设、环境卫生整治等方面深入检视
问题、精准查找不足，即知即改、边查边
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齐心协力打好打
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培育壮大特色产业、
保护修复好生态环境、扎实推进乡村振
兴，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多办实事做好事
解难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本报海口 7月 14 日讯 7 月 14
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
察海南省工作动员会结束后，我省各
市县、各部门第一时间传达会议精神，
表示全力配合好督察组开展工作，实
事求是汇报工作，落实好各项纪律要
求，决不允许弄虚作假。抓好问题整
改，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检视问题，对督察组指出的问题主
动认领、照单全收、坚决整改。

省生态环境厅主要负责人表示，
我省生态环境系统将以高度的政治自
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切实担起主体
责任，全力做好督察配合工作的统筹
协调，推动各有关部门和市县抓好生
态环境问题的立行立改。在整改过程
中，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坚决防
止和纠正不作为、乱作为、“一关了之”

“以罚代管”、以问责代替整改等问题。
省生态环境厅将这次督察作为一次重
大契机，推动海南生态环境保护和建
设再上新台阶，积极推进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建设，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营造世
界一流生态环境打下坚实的基础。

儋州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开展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
作的重大举措，全市上下要充分认识
督察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提
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上来，统一到督察组工作要求上
来。要把接受督察作为重大契机，以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具体载体和抓
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儋
州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再上新台阶。
要牢固树立“环境保护一盘棋”思想，
形成齐心协力、共抓整改的工作格局，
绝不允许等待观望、推诿扯皮、敷衍了

事，要形成快速反应、快速反馈机制，
确保各项准备工作部署到位、责任到
位、落实到位。

动员会后，琼海市委、市政府召开
部署会议，就贯彻落实动员会会议精
神作出部署。会议要求，要以问题为
导向精准整改，提高整改的质量和效
率。要持续加快推进第一轮督察存量
问题的整改，集中力量攻坚，全力啃下
遗留的“硬骨头”。要提高本轮督察增
量问题边督边改的效率，充分吸取第
一轮整改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深入分
析研究，找准问题根源。要坚持实事
求是，制定科学整改措施，既要防止问
题扩大化，也要防止问题缩小化，确保
整改取得实效。会议强调，要严肃责
任担当，严格纪律保障，面对问题多研
究、多想办法、多实地办公，主动扛起
整改落实的责任担当。全市各级各部
门要进一步提高领导组织能力、协作配
合能力，统筹好环保督察与脱贫攻坚、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服务保障、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之间的关系，确保
各项工作齐头并进、整体提升。

万宁市在动员会后立即对相关
工作进行部署，要求积极主动，全力
配合，扎实做好反馈问题边督边改工
作。万宁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各级
党组织掀起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热潮，锤炼党性，把理论和实践
相结合。要把此次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工作当作一次“政治体检”，检
视自身，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积
极主动，全力配合，不掩盖问题，不回
避矛盾，扎实做好反馈问题边督边改
工作。并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督察海南省工作为契机，加强
日常监管工作，形成齐抓共管的长效

机制，加速推进万宁生态环境保护建
设，坚决打赢生态环境保护的“翻身
仗”。

临高县委、县政府要求，要扎实做
好中央环保督察配合工作：一是做好
自查自纠，每一个行业部门、每一个乡
镇要动员一切力量，对管辖的行业管
辖的地域进行自我排查，及时发现问
题及时整改；二是认真做好资料的收
集，对自身存在的环保问题，特别是原
来反馈整改问题要建立完整的整改台
账，并把各项工作资料收集归纳，以备
检查；三是认真做好谈话问询的准备
工作，各镇各部门各村对本地区生态
环境保护的状况和生态环境存在的问
题和重要论述要了解；四是要做好信
访问题的办理，要各司其职，重视信访
问题的整改；五是做好下沉配合和保
障工作。临高县委主要负责人强调，
要充分运用督察的成果，做到反馈问
题立行立改，举一反三，抓好生态环保
工作，推动临高生态文明工作再上新
水平。

定安县就贯彻落实动员会会议精
神进行部署，要求做到有措施有回
应。定安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强
化具体措施，按要求逐项抓好落实。
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把思想
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部
署上来，统一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督察海南省工作动员会会议
要求上来，统一到省委、省政府的要求
部署上来。要进一步压实责任，落实
好主体责任，“一把手”要亲自抓实抓
细。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做好整改
工作，特别是认真研究对待群众反映
的强烈问题，做到有措施有回应，确保
整改成效。

动员会后，屯昌县委、县政府召
开专题会议传达贯彻落实动员会会
议精神，要求该县各单位主动担当，
全力配合做好环保督察工作。会议
指出，该县高度重视本次环保督察工

作，两个月前就已开始部署制订相关
方案，接下来将组织力量边督察边整
改，开展污水处理、木材、矿产等专项
整治，以问题为导向，加强组织领导，
协调形成合力，扛起生态环境保护的
责任担当。

动员会后，陵水黎族自治县县委、
县政府召开部署会。会议强调，陵水
各乡镇、各部门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充
分认识环保督察的重要性，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通过开展自查自纠，发现问题立行立
改，并妥善处理好当前环保存量和增
量问题，即采取有力措施，消除存量，
严格把控，确保督察期间不出现增
量。要坚持问题导向，对标督察问题
清单，举一反三找原因，抓早抓小促整
改，以点带面，结合“双创”等重点工作
着力解决突出问题，确保中央环保督
察整改工作取得实效。要做到守土有
责，以层层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
督促各级领导干部对环保问题“情况
明、数字准、责任清、作风正、工作实”，
同时，要建立“红黑榜”，曝光负面典型，
接受社会监督，对整改不彻底、不到位
的，将对主要负责人进行严肃问责。

昌江黎族自治县委、县政府要求，
在认真把握本轮督察在政治站位、督
察对象、内容、形式等方面的新特点、
新内容基础上，昌江将扎实做好各项
工作，切实保护好环境、建设好生态。
为此全县各级各部门负责人必须到岗
到位，对督察组布置的各项任务，坚决
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对督察组交办的
问题，落实领导包案，第一时间调查处
理并及时报送查处、整改、责任追究情
况。对督察组调阅的资料全面、准确、
及时收集和提供。接下来，昌江将重
点对森林资源保护、城乡垃圾处理、海
岸线渔业养殖以及农村污水处理设施
等问题做好排查处置，对构成生态环
境违法犯罪的行为要严厉打击。

（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我省各市县各部门第一时间贯彻落实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督察海南省工作动员会精神

全力配合督察工作 坚决抓好问题整改
中央环保督察进行时

本报海口7月14日讯（记者计
思佳 见习记者习霁鸿）“石桥村的建
筑垃圾堆放点里的垃圾已被清运
走。正好村里在修路，我们直接利用
这些建筑垃圾回填铺设路基。”7月
14日下午，面对省住建厅和海口市
园林和环境卫生管理局工作人员组
成的人居环境检查组，海口市琼山区
大坡镇副镇长周汉业一脸惭愧，详细
汇报了这几天村里的整改措施。

日前，在我省有关部门暗访拍

摄制作的《我省村容村貌、农村垃圾
污水处理负面典型》视频中，对石桥
村的建筑垃圾随意堆放的问题进行
了曝光。

14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在石
桥村被曝光的垃圾堆放点看到，这
块30多平方米的空地紧挨着村道，
上面的建筑垃圾基本已被清运走，
但还能看到一些砖头和木块散落在
泥土中。“村民拆房、建房会产生建
筑垃圾，这是实际情况。村里应该

找一块偏僻的地方规划建筑垃圾堆
放点，不能让村民把垃圾堆放在路
边。规划好的垃圾堆放点要树立指
示牌，并且要保证 2 天内清运一
次。现在的这块空地里还有残留的
砖块，要进一步清理，并且要进行复
绿。”省住建厅环卫处工作人员检查
后对周汉业说。

检查组工作人员还对石桥村的
生活垃圾处理情况进行了了解。周
汉业介绍，大坡镇采用的是“户投放、

村收集、镇转运、市处理”垃圾处理模
式，基本上每个自然村都配备了保洁
员，平时镇、村会对保洁员的工作情
况进行督查。

“海口正在探索市场化环卫管理
机制，全市环卫一体化管理逐步向农
村延伸，目前秀英区、龙华区的乡镇
已基本实现环卫PPP全覆盖，琼山
区、美兰区的工作也正在积极推进
中。”海口市园林和环境卫生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

曾经建筑垃圾随意堆放，如今海口大坡镇石桥村——

清运建筑垃圾，用于回填铺设路基

本报那大7月14日电（记者周
月光 特约记者李珂）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儋州周末也不停息。海南日报
记者7月14日从儋州市农村人居环
境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该市成立督
查组，并设立曝光台，发现脏乱差典
型立即曝光。

“上午，我带着8个村民，挖了一
条沟渠，把村里一块低洼地长期积的
污水清理排掉；下午，我带着4个保
洁员，把村西头树林里一个陈年垃圾
堆彻底清理掉……”黄美是儋州市光

村镇泊潮老村妇女主任，这天虽然是
周日，但她没有休息。她说，村里干
部这个周末都没有休息，因为泊潮老
村环境脏乱差，上了儋州电视台“曝
光台”，督查组在追着整改。

7月14日上午，儋州市那大镇
番真村干部、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
卫生护管员等30多人，动用钩机2
台、农用运输车2辆，从上午8时干到
下午5时，清理各类积存垃圾、杂草、
污泥等12车，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7月13日，儋州市峨蔓镇委镇政

府组织全镇干部职工用一天时间，将
峨蔓镇火山岩海岸沿线7家违规搭
建的农家乐和3家烧烤摊进行拆除，
强制搬离违建集装箱5个，拆除临时搭
建物20多处近3000多平方米。

为强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儋州市强化督查考核，抽调专人成立
督查组，目标是1个月内把全市16
个乡镇2000多个自然村的人居环境
整治（即清理农村生活垃圾、清理农
村生活污水、清理畜禽粪污及农业生
产废弃物、改造农村厕所、改造村庄

道路）的家底摸清，然后督促各镇整
改，并在儋州电视台设立曝光台，对
脏乱差典型和对整改不重视的乡镇
进行曝光，对被曝光的脏乱差典型追
着不放，直到整改到位。

据了解，儋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督查组共10人分为5个小组，他们
的工作是每天在全市大小村庄奔走，
收集整理各地“三清两改”基本情况，
拍摄脏乱差典型曝光，追踪整改落实
情况，把存在的严重问题反映到该市
农村人居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

儋州成立督查组设立曝光台
对被曝光的脏乱差典型追着不放，直到整改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