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找差距抓整治 改善人居环境

本省新闻 2019年7月15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陈奕霖 美编：王凤龙A03 综合

■■■■■ ■■■■■ ■■■■■

国务院“互联网+
督查”平台小程序码

关于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
征集问题线索和典型经验做法的公告

为推动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贯
彻落实，国务院决定于7月中下旬开展第六
次大督查，并派出督查组赴海南省开展实地
督查。按照“开门搞督查”原则，欢迎广大群
众于7月6日至7月15日登录国务院“互联
网+督查”平台小程序（小程序码如下），重点
围绕减税降费、稳定和扩大就业、深化“放管
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等四个方面，提供政府工作中存在的有令不
行、有禁不止以及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
问题线索。同时，也可推荐有关方面在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中真抓实干、
成效明显、具有全国推广价值的典型经验做
法。国务院督查组
将对其中有代表性
的问题线索和部分
典型经验做法组织
开展实地核查。

感谢对国务院
大督查工作的关心
和支持！

国务院督查组
2019年7月6日

◀上接A01版
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自觉对标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找差距、查问题、补短板，深化
检视剖析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省级机关和副
省级城市机关要重点查找在做到“两个维护”方面
的差距，看是否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
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查找
在加强理论学习方面的差距，看是否在真学真懂
真信真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
下功夫；查找在夯实基层基础方面的差距，看是否
存在机关党建“灯下黑”的问题；查找在正风肃纪
方面的差距，看是否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是否坚持严字当头，加强对党员、干部全方位
的管理监督，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查
找在落实主体责任方面的差距，看是否牵住责任
制这个“牛鼻子”，做到明责、履责、尽责。

通知强调，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要
求抓好整改落实。各级党组织要发扬刀刃向内的
自我革命精神，针对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中央和国家机关、
省级机关和副省级城市机关要坚持政治机关的鲜
明本色，把“两个维护”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
策部署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
的实效上，体现在党员、干部的日常言行上。要敢
于直面问题，真刀真枪解决问题，运用好施药动刀
的治病之法和固本培元的强身之举。要着力整治
干事创业精气神不够、患得患失、不担当不作为的
问题，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激励
党员干部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
不做昏官、懒官、庸官、贪官。

通知指出，要按照“基层减负年”的要求，带头
开展形式主义大排查，聚焦层层发文、层层开会、督
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等问题，一件一件抓实整改。
要坚决整治机关党建“灯下黑”问题，锻造坚强有力
的机关基层党组织，使每名党员都成为一面鲜红的
旗帜，每个支部都成为党旗高高飘扬的战斗堡垒。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
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

◀上接A01版
在旅游服务方面，三亚将提供多语种的吃、住、行、
游、购、娱信息查询，多语种电子地图应用、旅游产
品在线介绍及预订，多语种诚信商家推荐、投诉建
议反馈等服务；建立融合旅游、政务、文体赛事、交
通出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国际语言公共服务云
平台，通过5G+AI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大数据分
析，提供多语种实时翻译、图片翻译、信息查询、电
子地图等多语种支撑服务。

据介绍，三亚将采用政府规划主导、企业投资
建设、分期采购服务的建设模式，率先推进外国人
服务中心、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及相关配套设施建
设，并在多个政府窗口部门实现多语种服务升
级。同时，将结合新技术、新业态，探索AR实时
图像翻译和人工智能同声传译等深度服务，建设
语言无障碍国际化城市。

三亚启动语言无障碍
国际化城市建设

澄迈大拉农贸市场变了样
增加保洁人员
加强卫生监管

本报金江7月14日电（记者李
佳飞 见习记者余小艳）7月13日，本
报以《澄迈大拉农贸市场：摊贩占道
经营 市场污水乱排》为题，曝光了澄
迈县城乡人居环境存在的问题。澄
迈县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加大了环境
整改和巡察力度。7月14日上午，海
南日报记者在大拉农贸市场看到，市
场干净整洁，货物摆放井然有序，周
边环境有了极大改善。

据悉，金江镇不仅向大拉农贸
市场增派了保洁人员，还加大了日
常巡察和监管的力度。日前，巡察
队伍已经到位，对个别非法占道经
营和乱扔垃圾的商户作出了处
罚。同时，大拉农贸市场清除了临
时搭建的遮阳蓬和占道货物，并要
求保洁员加强保洁力度，监督教育
乱丢垃圾的市民。

新闻追踪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临高后水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风景秀丽，常常有居民到保护区范围
内的防风林一带观光野炊烧烤聚餐，
这里甚至出现了大量为烧烤而备的

“土窑”。然而，聚餐尽兴之后，留下
大量垃圾无人清理。“防风林里，成堆
的废弃饭盒、塑料袋等各种垃圾，像
一块块‘伤疤’，触目惊心。”驻新盈镇
和贵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杨勇宏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临高新盈镇人口密集，由于历史
的原因，大量垃圾特别是建筑垃圾，
倾倒在新盈镇墟至和贵村这段四五
公里长的后水湾公路两侧，经年累月
堆积，垃圾成片成堆。和贵村8个自
然村位于红树林保护区内，人居环境

却不尽如人意。
省人大办公厅选举任免处副调

研员杨勇宏是驻和贵村委会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长，今年2月21日，他进
村第二天就把村委会办公楼里里外
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不仅如此，在他
的率领下，乡村振兴工作队下大力气
整治乡村人居环境，和贵村8个自然
村的面貌焕然一新。

今年4月，他率领乡村振兴工作
队员、村“两委”干部、村党员以及保
洁员等，连续奋战半个多月，从新盈
镇后水湾公路3公里长的路段和2
公里长的海边，一举清理出160车
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人们惊叹：

“整治过后，后水湾的村庄变得清
秀、美丽，完全就是一个发展乡村旅
游的好地方。”

“堵源头，弃库存。”7月13日，杨
勇宏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工作队的
人居环境整治经验。“堵源头”就是加
大乡村卫生教育宣传，改变村民乱扔
垃圾的不良习惯，树宣传牌，村广播
站早晚广播，工作队员入户宣传。“弃
库存”就是彻底清理道路两侧，村内
以及红树林里的陈年垃圾。

人居环境整治是个苦差事。为
激发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杨勇宏
一个多月里开了4次党小组会议。
在环境卫生整治中，党员率先垂范，
带动群众共同参与到环境卫生整治
中来。半个多月中，众人每天清理3
小时，将道路两侧成堆的建筑垃圾和
生活垃圾一一清理，把防风林里的生
活垃圾打扫干净，红树林海面上飘浮
的垃圾也被他们用小船打捞干净。

如今，新盈镇通往后水湾红树林
的道路两侧的垃圾不见了，取而代之
的是新种上的3000株三角梅；红树林

保护区内的防风林不见垃圾，只余落
叶。漫步防波大堤，赏海观树看鸟，好
不惬意。 （本报临城7月14日电）

临高新盈镇和贵村：

除陈年垃圾还乡村“美颜”

本报临城镇7月14日电（记者
周月光）文澜江是临城镇一道天然风
景线，锦秀大道是临高一条新修景观
道。然而，海南日报记者7月12日
根据读者提供的线索走访，在文澜江
6号桥附近，看到这两地有大量垃
圾，非常扎眼。

7月12日下午5时，记者找到读
者反映的地方——文澜江上6号桥
的南侧，发现约200米长的临江堤、
斜坡、人行道上，散落着各种塑料袋
和白色泡沫包装盒，在靠近桥的地
方，更是堆着大量建筑垃圾与包装垃
圾等。

经常在该处钓鱼的张先生说，最
近一段时间江畔的一个小区搞装修，
垃圾可能是装修新房的人扔的。顺
着张先生的指点，记者走进位于6号
桥西边的小区，小区内绿化规整、路
面整洁，与一墙之隔的江边的“脏乱

差”形成鲜明对比。小区物业工作人
员王先生承认，江边的垃圾是小区装
修新房的个别业主夜里扔的，他们制
止过，但效果不好。

记者在6号桥走访时，有当地居
民透露，在6号桥南侧有一个更大的
垃圾堆，就在锦秀大道边。根据指
引，记者果然发现有一个面积达数百
平方米的垃圾堆，渣土里夹杂着塑料
袋、包装盒、碎砖头、断木板等各种废
弃物，距离锦绣大道仅十几米远。

打听到这个垃圾堆在临城镇文
书村的地界上，于是记者驱车来到文
书村。该村一位包点干部说，那里本
来是片坡地，锦秀大道通车后，开始
有人在夜里偷倒建筑垃圾，但不是文
书村的村民。由于那里离村中心比
较远，不属于村保洁责任区，村里曾
于2017年在该处立过禁止倒垃圾的
警示牌，但没有效果。并且垃圾堆所

在处应该属于临高县市政园林管理
局的保洁区。

然而，临高县市政园林管理局有
关负责人电话接受采访时答复称：市
政园林管理保洁区主要是路面和人

行道，像这种在坡地林地里的垃圾
堆，应该由属地管理。

那么，临高县锦秀大道边的这个
大垃圾堆，究竟应该由谁来清除？海
南日报将继续关注。

和贵村后水湾畔防波大堤干净整洁。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摄

临高临城镇文澜江畔：

垃圾成堆谁来清理？黑榜

7月12日，临城镇文澜江畔垃圾成堆。本报记者 陈元才 见习记者 李天平 摄

红榜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2019年中国海南国际商事法律
合作论坛在海口举行

共商国际商事法律合作
本报海口7月14日讯（记者金昌波）7月14

日，2019年中国海南国际商事法律合作论坛在海
口举行，100多位国际法学专家、律师事务所代表
齐聚一堂，共商国际商事法律合作。

据悉，论坛以“自由贸易，智在融合”为主题，
专注于跨境商务与法律服务的融合，通过建立法
商互通平台，为跨国企业“走进来”“走出去”面临
的困惑提供国际化解决思路和高品质的精细化法
律服务。论坛中，与会嘉宾围绕北美地区的投资、
置产与移民留学的法律问题，以及香港税制对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启示、国际商事法律合作服
务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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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2 日，俯瞰琼乐高速与
G224国道交界路段，崭新的互通进
出口连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2019年，我省计划建成文昌至博
鳌、万宁至洋浦高速公路，“田”字型高
速公路将实现全面贯通。

与此同时，“丰”字形高速路网第
一横国道G360文昌至临高高速公
路、第三横G98环岛高速公路大三亚
扩容工程也将于年内开工建设。

我省高速公路网将从“田”字型向
“丰”字型迈进。

本报记者 袁琛
见习记者 封烁 摄

全力配合环保督察 直面问题立行立改
◀上接A01版
坚决扛起使命担当，以最严的制度、
最严的措施，确保生态环境只能更
好、不能变差，在推进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建设上持续发力、动作频密。
但也要看到，与中央的要求和群众的
期待相比，我们的环保工作还有不小
差距。此次督察正是发现环保领域
问题、补齐环保短板、提升工作水平
的重要契机。

全力配合环保督察，必须自觉提
高政治站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既是对海南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
的“工作体检”，更是对海南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批示指示精神的“政治体检”。要
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坚决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
院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要把此次
督察作为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重要检验，作为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现场指
导的难得机会，作为推进“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开展的重要
契机，作为查找和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推动环保工作水平再上新台阶的强大
动力。要强化环保“党政同责”和“一
岗双责”，发挥“一把手”的表率作用，
发挥“关键少数”的“关键作用”，层层

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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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配合环保督察，必须切实正
视检视问题。开展环保督察，既是对
海南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全面体检”，也是对环保领域突出问
题和深层次问题“把脉问诊”，是我们
发现问题、补足短板、改进工作的极好
机会。要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主动检视问题，主动发现问
题，主动实施问责，扯掉“遮羞布”，拆
掉“保护罩”，触碰真问题。要敢于认
账，对督察组指出的问题要主动认领、
照单全收、坚决整改，绝不能打“马虎

眼”、搞“障眼法”、耍小聪明。要认真
剖析问题，多从主观上找原因，多从自
身找原因，多从工作找差距，把问题摸
透，把症状弄清，把根源挖深，绝不能
蜻蜓点水、浮于面上、虚晃一枪。

全力配合环保督察，必须坚决抓
好问题整改。开展环保督察，目的是
为了解决问题。问题整改得实不实、
到位不到位，检验着抓落实的能力与
作风。要敢于动真碰硬，坚持“挂图作
战”，一项一项整改、一项一项验收、一
个一个销号，杜绝“表面整改”“假装整
改”“敷衍整改”。要善于精准施策，坚
持分类治理，按照问题的轻重缓急和
解决的难易程度，能马上解决的一律

马上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要明确责
任人、制定任务书、给出时间表，坚决
杜绝拖延迟缓的“慢作为”、无视问题
的“不作为”、简单粗暴的“滥作为”“乱
作为”。要善于举一反三，坚持标本兼
治，以更绵密的力量构筑硬碰硬、实打
实的环保长效机制，铲除环境问题发
生的土壤。

生态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生
态文明建设更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
跑。全省上下要把握难得机遇，在思
想上高度警醒、行动上高度自觉、落实
上坚决有力，积极推进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建设，为建设自贸区、自贸港营
造世界一流的生态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