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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委巡视工作部署，2018年
10月至12月，七届省委第四轮巡视
对省住建厅等19个省直单位党组（党
委）开展了常规巡视。7月29日，省
司法厅、省住建厅、海南日报社、省监
狱管理局、省戒毒管理局、省红十字
会、省交控公司党组（党委）向社会公
开巡视整改进展情况。

省司法厅党委：坚持问题
导向，抓好巡视整改

问题：基层党建表面化、形式化
整改：建立并认真落实厅党委“首

题必政治”制度和支部每周半天学习
日制度，对学习教育弄虚作假、表面
化、形式化的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员进
行约谈和问责，对1名支部书记进行提
醒谈话，对3名党员进行批评教育。持
续推进“党建示范点”创建工作，推荐2
个基层党委和7个党支部申报2019年
省直机关“党建示范点”。修订《海南
省司法厅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实施
办法》。制定省司法厅系统党支部标
准化建设实施意见及工作指南，全力
推进党支部标准化建设。

问题：对下属单位选人用人工作
失察失管

整改：明确人事工作纪律，要求基
层监所拟定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方案
严格按照人事审批流程办理，防止违规
突击提拔调整干部、临时动议使用干
部、超职数配备干部等现象。对某监所
违反规定作出的3名干部任用决定予
以纠正，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将2
名领导干部违规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
门处理。举办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专题
培训班，组织学习新修订的《党政领导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委（党组）
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项守则》等规定，
切实提高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水平。

问题：工程项目建设领域违规问
题频发

整改：修订《海南省监狱系统基本
建设管理规定》，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
工程项目前期、中期、后期的全程监
督，确保各项工程建设运作合法合规，
避免再次出现围标串标和监狱企业无
资质承揽工程等问题。成立工程项目
建设专项调查组，对投标人围标和串
标问题进行调查并提出相关处理意
见。党委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对
基层监狱1名同志进行诫勉谈话，对7
名同志进行集体提醒谈话，责成2名
同志作检讨。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
组：聚焦聚力推动巡视整改落实

问题：贯彻落实中央房地产市场

调控政策主动作为不够
整改：省住建厅综合运用经济、法

律、行政等手段，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
调控长效机制，研究制定完善住房制度
和房地产市场调控机制的指导意见，推
动人才房与存量房转化相结合、住房租
赁市场培育与空置房盘活相结合、棚改
安置房与存量房消化相结合的“三结
合”政策衔接，建立与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相匹配的存量商品房“出路”机
制。在创新闲置房屋盘活利用机制方
面，印发了《关于支持和规范住房租赁
市场发展的通知》《海南省乡村民宿发
展规划》《海南省乡村民宿管理办法》和
《海南省乡村民宿发展实施方案》，首创
性提出我省开办乡村民宿实行联合核
验备案制度，在全省实现“一网通办”。

问题：对保障性住房难点问题指
导监督不到位

整改：省住建厅多次派出工作组，指
导市县严格执行保障性住房准入退出相
关制度，加强动态监管和信息公开工作；
加强分类指导，实施清单式管理，解决

“疑难”问题。巡视整改以来，纠治违
规享受保障性住房97套，整改棚户区改
造项目回迁安置“慢”问题285套，解决
保障房长期空置问题2509套，完善保
障性住房分配信息77213套。探索创
新建筑工程招投标领域监管模式，在全
国率先推广招投标领域应用建筑信息
模型化（BIM）技术案例，加强廉政风险
管控，构建建筑行业优良营商环境。

问题：主体责任落实不够到位，管
党治党“宽松软”

整改：省住建厅党组扎实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大力抓好“5+
1+1”问题整治，不断强化党员干部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意识。组织党员
干部到琼崖一大会址现场参观学习，全
员到省廉政教育基地接受警示教育，筑
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出台制度，构建
廉政警示防范机制；深入开展《违规兼
职取酬、挂证取酬问题整治》《力戒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集中整治》等清理整治
活动，强化制度执行，抓早抓小、防微杜
渐，使制度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海南日报社党委：压实责
任，推动整改见成效

问题：学习入脑入心不够
整改：出台《2019年度海南日报

社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方案》，组
织全体党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树牢“四个意识”，认真从思想根源
上查找问题；利用“学习强国”平台开
展学习；以考促学，组织党委班子成
员、全体采编人员进行应知应会知识
考试，检验学习效果。

问题：意识形态责任制落实不力
整改：切实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

导权，正确引导舆论。及时召开专题党
委会研判舆情；在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
媒体深度融合中加强宣传阵地建设和
管理，提高海南日报媒体传播力；压实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与各部门、单位
签订目标责任书，将意识形态考核纳入
年度考核范畴；组织党支部书记加强学
习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文件和规定。

问题：新闻报道审核把关不严
整改：深刻吸取新闻报道差错教

训，严格执行出版流程“五审三校”制
度，修订差错奖惩制度。在宣传报道
工作中严格把关，采取“三审”制度，引
进“黑马校对”系统，通过“人防+技
防”并举，杜绝差错。采取沙龙研学、
每日评报、组织子报网刊采编人员到
海南日报跟班学习等举措，提高采编
队伍专业素养。

问题：落实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
媒体融合发展的要求不到位

整改：加快建设海南日报全媒体
指挥中心项目，组建全媒体理论评论
中心、时事工作室、深读工作室、创意
工坊工作室，创新融媒体内容生产，以
优质内容拉动用户数增长。南国都市
报联合人民日报、新浪微博在官方微
博上共同发起的改革开放40周年特
别策划——“潮涌海之南”大型线上互
动活动，阅读量突破4.7亿。截至4月
17日，海南日报客户端下载量53万，
比2018年增加3万。

省监狱管理局党委：真抓
实干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

问题：党委民主生活会“辣味”不足
整改：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

监狱系统支部党建工作的通知》，对规
范民主生活会，特别是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提出明确要求。建立支部党建
工作督查制度，成立联合督导组，督导
各监狱开展的民主生活会，对批评和
自我批评开展情况进行现场督查。每
季度至少开展一次支部党建工作督
查，并对发现问题进行通报。

问题：狱政管理存在薄弱环节
整改：出台《海南省监狱管理局罪

犯分级处遇管理办法（暂行）》《海南省
监狱系统特定岗位罪犯选用管理规定
（试行）》《海南省监狱管理局计分考核
罪犯结果复核暂行规定》等制度。对
违反规定会见、违规加分、违规使用特
岗犯等问题进行纠正。全省监狱系统
开展罪犯管理“三项工作”专项清查和
整治，对违规给犯人加分、违规使用特
岗犯、罪犯每月会见次数违反规定等
问题进行纠正，并对违规给予的奖励
进行撤销处理。对基层监狱相关责任
人进行问责，给予相关民警党纪处分
1人、政务处分2人，诫勉谈话4人、通
报批评41人，提醒谈话14人，并给予
102名民警百分考核扣分处理。

问题：队伍专业化建设办法不多
整改：建立健全急需人才引进管

理机制，采取招录、选调等方式，逐年
增加专业人才数量，着力改变专业人
才紧缺的局面。2018年招录的85名
公务员中，共招录工程、财务、医生、信
息工程等核心专业人才56名。2019
年从外系统调入专业人才5名。

省戒毒管理局党委：动真
碰硬狠抓巡视整改

问题：对党建工作重视力度不够
整改：进一步完善基层党建工作

办公室工作机制，推行规范化建设，压
实责任，督促指导各支部规范做好“三
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等党建工作，并
如实记录学习情况。今年增加9个

“党建示范点”，其中，局机关1个党支
部、各戒毒所各2个党支部获评“党建
示范点”，2019年底全系统拟建立16
个“党建示范点”。

问题：从严治党责任落实不到位
整改：切实完善工作机制，明确机

关纪委和纪委书记工作职责。各戒毒
所纪委严格按照“三转”要求，退出主责
主业以外的工作，戒毒所纪检干部不再
参加招投标、大宗物资采购等项工作。
琼山戒毒所对监察科原科长谈话提醒，
三亚戒毒所对纪委副书记和一名纪委
委员谈话提醒，坚决纠治“灯下黑”。

问题：开展安全隐患清零专项行
动走过场、流于形式

整改：局党委汇编《管理执法手
册》，印发给全体干警，要求严格依法行
政。成立四个督导小组，采取“驻在式”

“推磨式”方式，重点对2018年以来部
局开展安全检查及视频巡查抽查中发
现的问题隐患整改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对具有反复性、顽固性的场所安全隐患
和问题强化管理。目前，2018年8月司
法部戒毒局对省戒毒局系统督导检查
发现的26个安全问题已全部整改。

省红十字会党组：聚焦问
题，着力推动整改落实

问题：党组核心作用发挥不够有力
整改：修订完善《党组议事规则》

《会务会议制度和议事规则》，划清党
组会和会务会研究问题的范围，强化
会前沟通酝酿、会中讨论研究、会后狠
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明确凡是涉及

“三重一大”事项的决策，都必须上党
组会议研究，并邀请派驻纪检监察组
全程监督。建立领导班子成员定点联
系市县工作制度，明确具体工作要求，
强化对市县工作的调研指导。

问题：扶贫工作落实不到位
整改：加强对定点扶贫村的支持

和指导，及时调换了驻村第一书记，选
派捐赠管理处副处长驻村担任第一书

记、募捐赈济处处长担任乡村振兴工
作队队长。今年以来，班子成员先后
6次深入定点扶贫村进行调研指导，
帮助解决了一系列实际问题。

问题：发挥红十字会桥梁纽带作
用不明显

整改：结合实际制定《海南省红十
字会募捐工作方案》，进一步规范各类
募捐活动，推出扶贫众筹项目5个，继
续加大对先天性心脏病和白血病患病
儿童的救助力度，争取再增加1至2
个救助项目。2019年6月，募集资金
100万元，支持海南红十字眼库标准
化建设。强化募捐款物的管理和信息
公开，强化制度保障，将募捐资金收支
情况通过官网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
监督。主动接受省审计厅的审计，依
法设立监事会，强化内部监督。

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党委：以扎实整改为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增力添彩

问题：落实党委研究讨论重大问
题的前置程序不严格

整改：修订完善公司议事规则，执
行党委会议前置程序，明确党委会议
和其他会议的议事范围、决策程序，明
确董事会议、经理班子会议研究属于

“三重一大”事项的议题须事先经党委
会审议，充分发挥公司党委“把方向、
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核心作用。

问题：财务管理不规范
整改：修订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并

要求严格执行，在审核报销单据时，不
符合要求的坚决不予报销。按照一个
公司一个账套的原则，撤销各分设账
套，合并到本部账套。2019年1月，已
完成将分设账套合并为本部账套进行
核算，对长期闲置的20个银行账户进
行销户，对公司个别员工2015年“搭
车”报销住宿费用5388元全额清退。

问题：高层次人才引进困难
整改：修订《薪酬福利管理办法》

《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等制度，出台《引
进人才住房保障管理办法》。探索制
定关于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有关政策，
逐步完善符合市场需求的薪酬体系，
努力使薪酬水平保持一定的吸引力和
市场竞争力。巡视整改以来，共引进
高层次人才3人。

问题：缺少抓对接、促落实的具体
措施和实际成效

整改：切实承担项目实施主体责
任，推动智能网联汽车、5G技术与交
通的深度融合，搭建“人-车-路-云”
协同的智慧交通体系，今年3月博鳌
亚洲论坛召开期间正式开放展示，共
接待国内外嘉宾和媒体记者30多批
次，人数近400人，受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和较高评价。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

省司法厅、省住建厅、海南日报社、省监狱管理局、省戒毒管理局、省红十字会、
省交控公司党组（党委）

公开巡视整改进展情况
生活英语

自贸英语

扫码收听本报记者尤
梦瑜朗读的英语音频。

【资料来源：省委深改办（自贸办）、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

放宽游艇旅游管制。
Relax regulation on yachting tourism.
有序推进西沙旅游资源开发，稳步开放海岛游。
Take well- ordered steps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of
Xisha Islands and open to tourists in a
steady manner.

自贸英语角
A：You are now checked in，Madam.
女士，您的入住手续已经办理好了。
B：Thank you.
谢谢你。
A：Excuse me，is there a swimming

pool in the hotel？
请问，酒店有游泳池吗？
B：Certainly！ Just over there.
当然有。

Gym/fitness area 健身房
Spa 水疗
BBQ area 烧烤区
children’s playground/kids corner
儿童游乐区
babysitter service 保姆服务
Do you offer the babysitter service？
你们提供保姆服务吗？

2019年7月29日 单位：件

市县 类型

海口市
三亚市
三沙市
儋州市
文昌市
琼海市
万宁市
东方市
五指山市
澄迈县
定安县
屯昌县
临高县
陵水县
昌江县
保亭县
乐东县
琼中县
白沙县

洋浦经济开发区
涉多个市县

共计

移交
案件数

14
10

5
3
2
7
2
1
88

2

14
7

2
1
1

159

水

4
5

2
2
2
2

51

7

1
1
1

78

大气

8
6

3

1
2

71

1

14

1

107

土壤

3
1

1
1
1
6
1

74

7
1

96

生态

2
1

2

2
1

4

3
7

2

24

重金属 垃圾 噪声

6
3

1
2

2

8

22

油烟 扬尘 海洋

1

1
1

4

5

12

其他

1
3

1

1

2

8

污染类型合计

24
19

9
4
4
14
3
1

208

3

39
13

3
2
1

347

海南省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群众来信来电举报污染类型统计表（第十五批）

备注：1、部分案件涉及2个（含）以上环境污染类型，导致污染类型合计数与移交案件数不一致； 2、表中“涉多个市县”指该案同时涉及2个（含）以上市县。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进行时

本报八所7月29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李林峰）针对中央第三
生态环保督察组移交东方的第十四
批群众举报件反映关于福民北路周
边烧烤店占道摆摊，通宵营业，影响
周边居民生活的问题，7月28日晚，
东方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场监管
局、市住建局以及八所镇组织执法
人员，联合深入现场进行调查核实，
加强督查督办。

在东方市八所镇福民北路岛西林
场大门旁，几家烧烤店占道露天摆摊、
现场烧烤垃圾四处丢放。经执法人员

对这几家烧烤店调查后发现，部分烧
烤店证件均不齐全，没有营业执照，没
有食品经营许可证，没有安装消防通
道，群众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

现场，执法部门责令烧烤摊主停
业整改，要求烧烤摊位必须入室经营，
同时要做好店内店外卫生，保持环境
整洁有序，放置文明烧烤温馨提示牌，
做到文明经营、规范经营。

“整改没有达标的一律不准营业，
我们近期也会派队员持续进行管
控。”东方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夜宵摊无证经营,整改!

本报嘉积7月29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陈卓）日前，中央第三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向琼海市移交了一起
关于废品收购站拆解摩托车造成土壤
环境污染的群众信访举报件。7月29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琼海市政府有关
部门获悉，经过实地调查，群众信访举
报件中所涉及的废品收购站目前已停
业，并对被污染的土壤进行恢复工作。

据介绍，群众反映琼海市嘉积镇善
集路北五巷两处废品收购站拆解摩托
车造成土壤环境污染。接件后，琼海市
商务局联合市生态环境局、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市土产公司组成联合工作组前
往调查，发现被举报的两处废品收购站
均为临时居民点，因无相关证件和手

续，不符合废品收购站的成立标准。同
时，2处废品收购站周边的土壤污染确
为拆解摩托车时产生的机油泄漏所致。

琼海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两处废品收购站均为无证经营，且没
有环评手续，其拆解摩托车对土壤环
境造成了污染。联合工作组当场责令
这两处废品收购站停止对报废摩托车
的收购和拆解，并进行停业整顿，在向
有关部门申请补办营业执照、完善环
评手续后方可营业。联合工作组责令
业主立即对被污染的土壤进行恢复。

该负责人还表示，将对整改效果
进行回访，并持续关注和监督这两处
废品收购站的整改情况，确保整改工
作落实到位。

废品收购站造成污染，关停！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记者郭

萃）在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转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件中，有群众反
映海口市秀英区一露天烧烤园和大
排档噪音油烟污染，影响附近居民生
活。目前，秀英街道办城管中队已取
缔该露天烧烤园。

据了解，群众反映在秀英区美俗
路和秀丽路交叉路口东北角，杨桃树
露天烧烤园通宵营业噪音扰民，全记
五香羊大排档油烟污染严重，影响附
近居民正常生活。

经秀英区相关部门核实，杨桃树
露天烧烤园和全记五香羊大排档铺面
相邻，为同一个老板经营，分别提供正
餐、夜宵餐饮服务。今年5月，该烧烤
园曾因噪音扰民问题，被检查执法。
当时该烧烤园存在无证经营、裸露经
营、环保卫生不合格等问题，被责令停
业整顿。五香羊大排档已安装油烟净
化设备，但无环保备案手续。

目前，秀英街道办城管中队已取
缔杨桃树露天烧烤园。对全记五香羊
大排档处理方面，海口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秀英分局现场要求该店负责人务
必按照相关环保规定，以高标准设置
合格的油烟净化装置，加强后厨、操作
间及店内的卫生管理等问题，针对举
报内容自行整改好之后方可营业。秀
英区生态环保局责令全记五香羊大排
档进行环保备案，并对未按规定环保
备案行为进行立案查处；该店恢复营
业后，由区生态环保局第一时间协调
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全记五香
羊大排档油烟污染进行检测，直到检
测合格之后，方可恢复营业。

露天烧烤园噪音扰民，取缔！

第34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落幕

海南代表队获奖15项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记者王玉洁 实习生

林博新）第34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近日在
澳门落幕。海南日报记者7月29日从省科协获
悉，海南有9支代表队获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
赛项目奖，4名辅导员获辅导员科技教育创新项
目三等奖，其中两名学生摘得2项专项奖。

本次比赛中，定安县平和思源实验学校的周
道锋获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项目一等奖；常
州市武进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屯昌实验小学的蔡
亦佳、海南中学的姜飞飞和张栩伟分别获青少年
科技创新成果竞赛项目二等奖；来自中央民族大
学附属中学海南陵水分校、海南华侨中学以及海
南中学的6名学生分别获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
赛项目三等奖。

海口

东方

保亭设立槟榔科技工作站
增强农户防治槟榔黄化灾害能力

本报保城7月29日电（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
蔡光晟）为提高农户应对槟榔黄化灾害的技术能
力和水平，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近日在七仙岭农
场农药减施增效技术核心示范基地设立槟榔科技
工作站。

槟榔科技工作站的首要任务是对农户进行培
训。科技站成立当天进行了槟榔黄化灾害防控以
及生态高效栽培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现场观摩
会。相关专家就槟榔黄化因子及致害机理、重要
病害的危害与防控，以及微肥调控与保花保果技
术等内容对农户进行了现场培训。

据了解，保亭槟榔科技工作站的建立旨在
更好地将项目研发技术成果推广应用，提高保
亭农户应对槟榔黄化灾害的技术能力和水平，
保障该县槟榔产业可持续发展，为农民增收、农
业增效、农村发展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
供科技支撑。

据悉，“槟榔黄化灾害防控及生态高效栽培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是省科技厅2018年重大
科技计划项目，自去年9月30日启动以来，针对
槟榔黄化灾害，项目组在致病因子检测、诊断、病
虫害防控技术研发，高效栽培技术研发以及示范
基地建设等方面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海口琼山区发布8条禁令

严禁党员干部违规操办
及参加“升学宴”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记者张期望 特约记
者林先锋）近日，海口市琼山区纪委监委发布8条
禁令，要求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自觉贯彻落实廉
洁自律准则，严禁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为子女、亲
属操办各种形式的“升学宴”“谢师宴”，严禁参与
近亲属以外的“升学宴”“谢师宴”，对查证属实的
将严肃处理。

这8条禁令还包括：严禁学校教职工接受
学生的礼品、礼金和参加“升学宴”“谢师宴”；
严禁委托或授意、暗示他人代为组织操办“升学
宴”“谢师宴”；严禁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员发
送请柬或口头通知参加“升学宴”“谢师宴”；严
禁采取分批次、多地点操办或“只收礼不宴请”
的方式掩盖违规行为；严禁借子女升学之机收
受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
的单位或者个人的礼金、礼品，以及报销应由个
人支付的子女学习费用；严禁动用公车、公款租
车或借用管理服务对象的车辆送子女及亲属上
学、外出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