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中“吃拿卡要”，办事效率低；执
法不严、执法不公，搞选择性执法、随意性执法，不给好处
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

水电气网路等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正常使用和日常维
修养护中存在的管理不到位、服务滞后等问题。

统计工作中弄虚作假，在数据上做文章，伪造资料、
虚报瞒报数字，统计数据“注水”、搞攀比、争位次等问题。

政务服务热线回应群众关切不及时，办事效率不高
等问题。

上述14个项目中涉及党员领导干部和监察对象违纪
违法问题

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省委依法治省办

省水务厅

省发改委

省工信厅

省交通厅

省农业农村厅

省统计局

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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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 保供稳价

整治项目

扶贫物资采购、公共工程、产业项目和惠民惠农财政
补贴资金“一卡通”四个领域吃拿卡要、权钱交易、虚报冒
领、截留挪用、滞留克扣等违纪违法问题。

贫困地区乡村缺医疗卫生机构、缺合格医生的问题；
贫困户基本住房保障和安全问题，重点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等4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任务滞后、危房改造监管不到
位存在质量问题等。

贫困人口饮水存在安全隐患问题。

落实脱贫攻坚“摘帽不摘政策”要求不到位，存在脱
贫摘帽后思想松懈，帮扶力度减小等问题。

截留克扣学生伙食补助款、生活补助款等问题；中小
学教师承担的与教书育人无关的不合理工作负担问题；
教育教学活动中乱招生、乱收费、强迫学生订购教辅资
料、教师有偿补课及有偿在培训机构兼职、诱导学生参加
校外机构培训收取好处等问题。

生态环保领域问题整改不落实，搞敷衍整改、虚假整
改；不作为、乱作为，在整改工作中搞“一刀切”；河湖海乱
占、乱采、乱堆、乱建突出问题。

群众看病就医经济负担较重问题，特别是10种发病
率高的儿童血液病和儿童恶性肿瘤救治问题；定点医疗
机构和零售药店骗取医疗保障基金问题；医疗服务中药
价虚高、乱收费、收受红包和回扣等问题。

“黑工厂”“黑窝点”“黑作坊”生产食品药品问题；保健
食品虚假宣传和违规销售问题；中小学校和幼儿园食品安
全监管不严；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特别是蔬菜、禽蛋、猪
肉、水产品质量安全和农药、兽药添加禁用成分问题。

贫困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脱保”
“漏保”问题；农村低保审核把关不严，优亲厚友，搞“人情
保”、“关系保”，截留、克扣、侵占低保金等问题。

房屋租赁行业管理不规范，发布虚假房源信息、违规
收费、恶意克扣押金租金、威胁恐吓承租人等问题；对房
屋租赁“黑中介”打击不力。

责任单位

省财政厅

省卫生健康委

省医保局

省住建厅

省水务厅

省扶贫办

省教育厅

省生态环境厅

省水务厅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省卫生健康委

省医保局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省公安厅

省民政厅

省住建厅

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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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65319997@163.com

举报电话：0898-65371036
举 报 网 址 ：http://zjt.hainan.gov.cn/szjt/ztjyyjfkx/
nlist_tt.shtml

整治项目 责任单位 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按照省委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中开展专项整治的要求，省纪委监委牵头开展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此次专项整治聚焦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聚焦教育医疗、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民生领域侵害群众利益问题，聚焦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微腐败”问题，聚焦统计造假问题，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方便群众参与监督和反映问题，现将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公布如下：

海南省纪委监委机关公布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监督举报和反映问题方式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从小木船到玻璃钢船，从21
岁到49岁，三亚市天涯区渔港社
区居民梁彩雄和东瑁洲岛上的官
兵有着特殊的缘分。

海的这头，鹿城高楼林立，车
水马龙，滨海城市日新月异；海的
那头，距三亚市区5.6海里的东瑁
洲岛上，常年高温、高湿、高强度紫
外线，没有淡水、蔬菜，船运供给对
驻岛官兵来说十分重要。

自1992年从岳父手中接过义
务为岛上官兵送给养的“接力棒”
后，梁彩雄驾驶自家船只定期往返
三亚至东瑁洲岛，无论是晴空万

里，抑或风雨飘摇，每隔一天送一
次供给，至今从未间断。

近30年航行了10万多海里，
是什么样的动因让梁彩雄坚持下
来的呢？

9月10日，梁彩雄在接受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时回忆道：1992年
的一天，他代替岳父第一次送菜去
东瑁洲岛，经过1个多小时的航程，
船只才抵达东瑁洲岛。梁彩雄至
今记得当时的场景——岛上的官
兵们列队欢迎，脸上洋溢着笑容，
官兵们热情地对他说：“你就是阿
雄吧，以后就靠你了。”

“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岛上
条件有限，建设需要大批物资，

岛上官兵非常艰辛，很需要我们
的帮助。”梁彩雄说话时，眼神
坚毅。

浩瀚无垠的大海，充满了未知
的挑战，而台风等恶劣天气仅仅是
众多危险中的一种，梁彩雄还遇到
过比遭遇台风更糟糕的情况。“有
一次因为船上的机械故障，我在海
上漂泊了许久。”回忆起这段经历，
梁彩雄仍心有余悸。

2002年初，梁彩雄按照惯例
驾驶船只运送物资，不料途中小船
的发动机突然熄火，小船开始在茫
茫海面上漂泊。无奈之下，梁彩雄
给朋友打了求救电话。“当时正好
是大中午，强烈的阳光炙烤着海
面，我在船上被晒得汗流浃背。”梁
彩雄说。两个小时后，朋友在海上

找到了又热又渴又饿的梁彩雄，梁
彩雄却让朋友先把物资送往岛上。

除了给岛上的官兵战士送物
资，梁彩雄还担任起了岛上的应急
任务，他的手机也是士兵们的急救
电话。

2012 年 5 月的一天晚上 11
时，熟睡中的梁彩雄接到岛上的
紧急电话：一名年轻战士在夜间
巡逻时不慎摔倒，胳膊和脸部血
流不止，急需送医治疗。刻不容
缓，梁彩雄立即联系朋友帮忙，安
置好受伤士兵后，梁彩雄凌晨3点
多才回到家。“士兵们不慎摔伤、
被蛇咬伤等突发情况发生了好几
次，只要有需要，我随时都可以为
他们服务。”梁彩雄说，“战士们为
人民站岗巡逻，我们为他们做这

些事都是应该的。”
事实上，梁彩雄的妻子张英好

几次劝他“转行”，也有朋友向他推
荐待遇丰厚的工作，但梁彩雄铁了
心坚持下来。“年轻的时候，我就很
向往军营生活，因父亲生病需要照
顾，不得不放弃了当兵的梦想。”梁
彩雄说，保障好战士们的生活，同
样也是为国防事业作贡献。

28年来，梁彩雄驾驶的船只已
经更换6艘，岛上的官兵也换了一
批又一批。然而一直不变的，正是
梁彩雄这位为岛上义务送生活物
资的船夫。

谈及接下来的规划，梁彩雄坚
定地说：“我想继续做一名飞舟拥
军的‘天涯船夫’。”

（本报三亚9月10日电）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陈炜森

在遇险车漏油随时会爆炸的情况下，他跳到水沟里舍命救人；
他爱岗敬业，26年不公休、26年除夕之夜坚守岗位；他执法公正，3
年来和同事受理的近千起交通事故实现“零上访”。他，就是48岁
的陵水黎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长李仕向。

由于成绩突出，李仕向被公安部评为全国公安机关预防道路交
通事故先进个人，荣获海南省交警系统执法标兵、“优秀公务员”和

“优秀民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工作者，荣立个人三等功二次。

奋战攻坚 事故四项指数全面下降

“陵水公安局创新勤务机制，成立‘战狼勤务组’和‘海狼骑警
队’，配备大功率摩托车40辆，充分发挥摩托车灵活、机动、快速的
优势，在交通拥堵和事故发生时，快速抵达现场，第一时间处置各种
交通问题。”近日，李仕向对海南日报记者谈起他指挥的“快速反应
部队”时，满脸自豪。

2018年6月，全省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三年攻坚战开始，
针对陵水辖区道路交通特点，李仕向协调省交警总队下放权限给
各派出所，授权派出所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并录入，将辖区各
派出所执法检查站、服务区作为主要屯警点，充分发挥路管员“战
狼勤务组”、“海狼骑警队”的作用，持续加强巡查整治，及时排除路
面隐患，处置交通事故。

交通安全专项整治三年攻坚战开展以来，陵水全县共查处道
路交通违法行为20万余起。2019年上半年，事故起数、死亡人
数、受伤人数、直接财损同比分别下降60.40%、75.86%、66.03%、
93.95%，道路交通事故四项指数全面下降。

雨夜救险 跳入深水沟舍命救人

“雨夜救险，为民解忧”，这是海南日报记者在陵水交通管理大
队墙上看到一面锦旗上写的8个大字。说起这面锦旗的故事，该
大队副大队长谢祖君感慨万千：“作为大队长，李仕向总是挑最脏、
最重、最累的工作，尤其是在最危险的时候，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谢祖君介绍，一天雨夜，223国道上一辆越野吉普车翻进几米
深的水沟里，因车辆损坏严重，车门变形，两名伤者困在车里出不
来。赶到现场的李仕向发现此时被撞坏的油箱已经漏油，车辆随
时会爆炸，而此时再调吊车来营救，时间上根本来不及。

当机立断。李仕向不顾个人安危，脱掉衣服，仅穿一件内裤跳
到又脏又臭的水沟里，用铁棍撬门。破碎的玻璃窗将李仕向的手
臂划出了一道道伤口，鲜血顺着胳膊流到他的手上。经过30分钟
的努力，门终于被撬开，李仕向等民警将两名伤者背出车送到陵水
人民医院救治。

公正执法 实现3年“零上访”

李仕向在陵水交警内部有一段“铁面无私，不给亲戚情面”的
佳话。一次，李仕向的表弟开三轮车非法拉客，被交警现场扣了
车。事后，表弟找李仕向求情，耿直的李仕向拒绝了表弟，三轮车
被强制收缴报废了。

在执法时，李仕向规范执法，实行公开听证制度、公开调解制
度和集体讨论制度，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操作，对待当事人双方公
正、公平，把事故发生和事故处理的整个过程完全暴露在阳光之
下，杜绝“暗箱操作”，使事故双方在事实和证据面前心服口服。

近3年来，陵水黎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李仕向的带
领下，共受理各类道路交通事故近千起，无一发生上访，实现了事故
处理“零上访”，受到了群众的高度评价。 （本报椰林9月10日电）

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梁彩雄：

二十八载飞舟拥军的“天涯船夫”

舍命救人解危难
处理事故“零上访”
——记陵水黎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长李仕向

寻找海南最美基层民警

本报海口9月10日讯（记者
王培琳）海南日报记者9月10日
从省发改委获悉，由于海南省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今年我省已经启动3次物价联动
补贴。截至目前，已对低收入群
体 共 发 放 临 时 价 格 补 贴 约

3229.02 万元，惠及困难群众约
135.66万人次。

据了解，今年 5 月、6 月、7
月，海南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涨幅分别为 3.1%、
2.8%、3.4%，其中6月份食品价格
涨幅为8.4%，均达到我省统一启

动条件。
9月6日下午，省发改委召开

物价联动补贴机制成员单位专题
会议，要求各单位按照省委、省政
府保供稳价专题会议精神，督促各
市县于中秋节（9月13日）前将7
月份物价联动补贴发放到补贴对

象手中。截至9月9日，我省已对
低收入群体共发放7月的临时价
格补贴约859.92万元，惠及困难群
众约30.52万人次，部分市县发放
工作正在进行。

下一步，省发改委将继续会同
财政、民政、教育、人社、国家统计

局海南调查总队等部门，加强工作
协调，继续密切关注我省CPI变动
情况，一旦达到联动机制启动条
件，将及时启动价格临时补贴，确
保联动机制运行顺畅、有效，保障
特困群众基本生活不因物价上涨
而受到影响。

我省今年已启动3次物价联动补贴
发放3200多万元，惠及135万余人次

本报海口 9 月 10 日讯
（记者张期望）9月10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商务局获
悉，为确保中秋、国庆两节期间
市场供应充足，目前海口已在
海口新海港、海口南港设置2
个绿色通道工作站，确保鲜活
农产品运输车辆畅通。与此同

时，海口多个蔬菜批发市场提
前做好保供稳价工作。

据了解，海口新海港、海
口南港安排人员 24 小时轮
流值班（三班制），为我省绿
色通道过海车辆核发有关证
书，确保鲜活农产品运输车
辆畅通。

德耀天涯 ——我省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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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确保鲜活农产品运输畅通

新海港南港设2个绿色通道工作站

9月8日，海口市美兰区美庄村常年
蔬菜生产基地，农户正在采摘蔬菜，确保有
充足菜源入市。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蔬菜基地
采摘忙

■ 本报记者 袁宇

9月10日上午，在万宁琼森保
农民专业种植合作社联合社的蔬菜
种植基地大棚里，万宁市山尾村村
民李小奋正在操作犁地机，犁完地
后将进行新一轮播种。

“基地内实行轮种，确保蔬菜能
够全年生产、供应。”琼森保农民专
业种植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黄开国
介绍，基地建于2015年，占地面积
约400亩，以种植空心菜、菜心、小
油菜、小白菜等市场上常见的叶菜
为主，“一茬蔬菜需要大约45天就
可以收获。”

黄开国的基地是万宁“菜篮子”
工程中最大的蔬菜基地。万宁市政
府给予大棚每亩每年1500元的补
贴资金进行扶持，并以这个基地为
依托，建立了一个集产、销、调于一

体的蔬菜保供保价体系。
据介绍，万宁市政府与黄开国

等蔬菜种植大户、调运大户签订了
蔬菜保供保价协议，确保台风等极
端天气下大户保供应不哄抬菜价，
确保菜价稳定，不影响到市民的正
常生活。

“为了让政府能及时做出决策，
我们每个月会把当月蔬菜生产、调
运数据向市相关部门报告，按照市
政府的部署实时调整蔬菜的调运
量，确保市民有菜吃。”黄开国说。

据了解，2011年，黄开国在万
宁就已经建起了蔬菜种植大棚，通
过大棚种植的方式，发展蔬菜种植
产业，提供稳定的蔬菜供应。同时，
他还把周边从事蔬菜种植的农户组
织起来，通过给予技术指导及销售
渠道的支持，扩大蔬菜的供应量。

来自江西抚州的菜农曾永胜在

黄开国的帮助下实现了自产自销。
“收菜的时候，凌晨2点起床，然后
拉到万城的农贸市场销售。虽然辛
苦点，但是有收入。”曾永胜笑着说。

“大棚种植的抗灾能力会比露
天种植更高一些。”黄开国说。

黄开国还经常到内地的蔬菜种
植基地考察，引进更先进的技术，提
升蔬菜产量。

“目前万宁全市蔬菜种植面积
约8000亩，只能满足万宁市场约
50%的需求，剩下部分需要从外地
调运。”黄开国有自己的调运渠道，
在成立海南琼森保农民专业种植合
作社联合社前，他专门从云南、广西
调运蔬菜进万宁销售。他说：“以前
的调运渠道仍然保持着紧密的合
作，现在也是万宁蔬菜保供的一个
重要途径。”

（本报万城9月10日电）

万宁与种植大户、调运大户签订保供保价协议

确保极端天气蔬菜不抬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