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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入开展主题教育为契机，加快建设幸福美丽澄迈

深学细照笃行 真抓实改重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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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
澄迈县委开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项整
治，全面开展风险点大排查，并制定相应的
防范化解措施，将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
态，实现社会大局总体平稳可控。

针对财政金融风险和社会安全风险，澄
迈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控，成立了澄迈县政
府性债务管理领导小组，出台《澄迈县地方
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与应急预案》《关于建
立政府长期支出责任归口管理监管机制的
通知》，进一步规范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县
属融资平台公司等举债融资行为。完成政
府隐性债务摸底及化解工作，全面梳理了全
县392家单位存在的政府隐性债务情况，排
查处置4个房地产风险项目。积极化解征
地拆迁、涉众型经济利益受损、土地权属等
历史遗留问题64件，稳控9起重大矛盾纠纷
问题。建立民间融资监测制度，进一步加强
对全县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监测分析和排
查，从源头上遏制非法集资活动的产生。

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的纪律松
弛、组织涣散等风险，澄迈对排查出的34
个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采取县级党员领
导干部“一对一”联系指导、县直单位包点
帮扶、镇领导干部挂钩帮扶、第一书记驻点
帮扶的“一联三帮”联动整顿方式，开展选
优配强村“两委”班子、增强党员队伍活力、
健全民主管理机制、建强农村后备干部队
伍、提升农村服务功能、党组织标准化规范
化建设六大措施，谈话提醒村干部298人
次，扣发285名村干部绩效，免去39名村

“两委”干部，补齐配强44名。全面推行农
村党员“巷长制”，为4751名党员设岗定
责，进一步发挥好农村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化解矛盾纠纷400多起，提升农村综合治
理水平。狠抓村级干部队伍建设，通过公
安机关核查、个别谈话、听取身边人反映情况、设立举
报电话、深入群众走访调研等方式，对2016年换届以
来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违纪违法、涉黑涉恶涉邪
教、“村霸”等问题、履职尽责情况开展了3轮全面排查，
清退6名村（社区）干部。建立村“两委”干部资格审查
联审机制，对61名新入职干部进行严格审查，有效防
止问题人员进入村干部队伍。

针对人才服务保障不到位、人才流失等风险，澄
迈加大人才服务保障力度，启动第五批扶持返乡大学
生创业工作，委托专业第三方公司管理人才服务“一
站式”平台，倾力为人才提供住房补贴申请、人才落户
等22项服务，将人才落户准迁证办结业务时间、人才
住房补贴审批时间分别压缩80%、60%；依托“智慧澄
迈”便民服务APP，实现人才相关服务“一次不用跑”，
为人才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针对政治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澄迈制发《关于严
格落实组织工作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的通知》，进一
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工作纪律，明确凡涉
及组织工作的重要事情和重要情况，要及时向县委组
织部请示报告，从严从实加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
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建立健全组织工作重大风险防
范长效机制。

针对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风险，澄迈先后出台《澄
迈县2018年意识形态工作要点》《澄迈县意识形态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等配套文件，牢牢把握意识形态主动
权。同时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组建了一支网评员
队伍，由90名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掌握社情民
意、熟练运用网络的人员组成，发现并成功处置各类网
上舆情事件20余起，切实做到网络舆情平稳可控，涉
及澄迈县的网络舆情态势平稳。

本版策划/李飞 撰文/晓艳 王显茺
供图/澄迈县新闻中心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澄迈
县委在省委第五巡回指导组
的悉心指导下，始终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伟大旗帜，坚决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主题教育
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持
早谋划、早推动，高标准、严
要求同步推进学习教育、调
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
实，推动主题教育取得实实
在在成效：

围绕理论学习，进一步
提高了澄迈党员干部理论水
平、理想信念；

围绕干事创业，进一步
激励了党员干部担当作为。
党员干部普遍表示，通过主
题教育，进一步锤炼了政治
品格，提高了担当本领，以担
当践行初心使命，真正把干
事创业的热情转化为攻坚克
难的实际行动。今年前三季
度，澄迈全县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233.72亿元，同比增长
4.5%；

围绕为民服务解难题，
进一步强化了党员干部宗旨
意识。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全县各级党组织打通联系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较好
地解决了出行难、看病难、上
学难、土地纠纷、信访积案等
一大批群众期盼已久的急
事、难事和事关全县长远发
展的重大问题。坚持把脱贫
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
最大的民生工程，举全县之
力，实干担当，攻坚克难，脱
贫户人均纯收入 9799.96
元，是省定标准的 2.6 倍。
据不完全统计，1100多个涉
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得到
有效解决，民生明显改善；

围绕清正廉洁作表率，
进一步增强了党员干部廉洁
自律意识。以党风促政风，
带民风，带动整体社会风气
好转。

聚焦落实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任务抓整改。澄迈县委始终把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
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作为第
一要务，在主题教育中对贯彻落实
情况进行全面梳理、持续用力。

具体包括：筹建海南生态软件
园管理局，实施“法定机构+市场主
体”运营模式，实行企业化管理；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火币集团、百
度等70家国内外区块链企业和机
构落户海南生态软件园；深化和推
广“极简审批”改革，审批提速达
90%以上，做法入选国务院优化营
商环境典型经验；在国内率先实施

“在共享经济服务平台注册即可视
同办理临时税务登记制度”，累计为
150万余名从事生产、经营的自由
职业者办理临时税务登记，实现税

务申缴“一站办结”；制定了33条招
才引智措施，完善人才服务“一站
式”平台建设，推动人才办理相关服
务实现“一次不用跑”；启动乡村振
兴指导员招录行动，计划用2年时
间实现全县186个村（社区）全覆
盖；大力扶持返乡大学生创业，累计
扶持212名返乡大学生创业，拉动
创业资金近2亿元，带动解决就业
近5000人。

聚焦“8+2+3+2”抓整改。澄
迈对中央、省委部署“8+2+3”专项
整治及上下联动抓好2项专项整
治，细化工作措施，明确工作责任，
建立工作台账，进行表格化、清单式
管理，实行“挂图作战”“网上督查”，
目前111项整改措施已整改完成99
项，正在整改12项。特别是建立激
励干部担当作为机制，及时调整13

名脱贫攻坚工作履职不力的干部，
提拔重用32名脱贫攻坚一线优秀
干部；打掉涉黑涉恶犯罪团伙 11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41名，破获各
类刑事案件77起；侦破毒品案件
142宗，抓获犯罪嫌疑人194人，缴
获各类毒品约402.15克，查获吸毒
人员189名。

聚焦巡视督察反馈问题抓整
改。针对省委巡视、脱贫攻坚大比
武、中央环保督察、中央扫黑除恶督
导等工作反馈的问题，由澄迈县委常
委牵头，逐条梳理，建立台账，明确责
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目前，
388项整改措施已整改完成325项，
正在整改63项，突出抓好红树林遭
破坏问题整改工作，落实颜春岭垃圾
处理场、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项目整
改工作。

聚焦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抓整
改。澄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
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对扶贫
领域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的干部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8人，诫勉谈
话14人，通报批评13起 13人，通
报曝光16起20人。深化农产品、
食品安全问题整治，对9家未按要
求备案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进行
立案查处，关闭不合格屠宰场 12
家，取缔5个私宰点。硬化农村道
路277公里，完成34个村的生活污
水连片治理，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达 85%以上，改造农村厕所 2253
户，清理农村生活垃圾13万吨，行
政村生活垃圾处理率100%；开展
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和
饮水安全大排查，为群众办好事实
事800多件。

推进提前预热到位。全省主
题教育启动后，澄迈县委领导班
子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主题教育
筹备专班，制定《关于做好“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预热升
温工作的通知》和前期学习教育
计划安排表。

推进组织领导到位。澄迈成
立了以县委书记任组长的主题教
育工作领导小组，并抽调58名业

务精、作风硬的党员干部组成 5
个工作小组和6个主题教育巡回
指导组，建立指导组成员分片联
系督导制度和信息报送制度。层
层传导压力，做到“三个不放过”，
即主要领导思想认识不高的不放
过，照抄照搬、“上下一般粗”的不
放过，规定动作要求落实不到位
的不放过，确保主题教育有效有
序开展。对每项工作都及时下发

指导性通知，统一编制一张全县
主题教育作战图，一套领导班子、
党支部、普通党员任务清单，一套
工作文件材料参考样式，指导各
单位开展主题教育。

推进舆论宣传到位。澄迈县
在主要路段设置道旗1600余面，
设 置 宣 传 栏 、标 语 及 图 画
433 篇（个）。依托南海网、海南
日报、澄迈县政府网站、“澄迈党

建”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媒介平台
推送主题教育工作信息78篇次，
编印 7 期主题教育简报，及时推
广该县主题教育进展情况及成
效。挖掘宣传冯善祥、曾德胜、欧
昌伟、唐昌智等一批先进典型，打
造以 PPT、录音、图像、漫画等于
一体的融媒体作品，推出31个主
题教育微党课视频，为主题教育
的深入开展营造良好氛围。

多方式学习，筑牢思想根基。
围绕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澄迈
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学原
著、悟原理，确保学习内容、学习时
间、学习人员、学习效果、思想教育

“五个到位”。
一是常态学，即以自学，集中

研讨，开展琼崖革命体验教育、警
示教育、形势政策教育，观看先进
典型事迹宣传片等方式进行学习
教育。澄迈县各级党组织共开展
集中学习研讨6683次，开展体验
教育322次，开展警示教育、观看
宣传片等840场。

二是辅导体验学。澄迈举办
“澄迈干部大讲堂”2期，全县各级
党组织邀请专家学者为党员干部
授课辅导3862人次。组织召开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集体经济发展等
经验交流会，通过现场交流，促进
学习提升。

三是灵活学。澄迈灵活采取
“空中党课”党员领读、主题教育知
识竞答和微党课大赛，在抖音平台
推出《不忘初心、澄迈前行》系列短
视频等方式，丰富学习载体，提升学

习趣味性和吸引力。同时建立了
42个离退休党支部微信群，对老弱
病残党员进行送学，确保学习教育
全覆盖。

多次深入一线，推动调研成果
转化。

围绕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制度创新、
脱贫攻坚创优保优大冲刺等工作，
澄迈多次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
线调研，按照“不打招呼、不表明身
份、不干预办事”原则，采取“新手入
门”“体验办事”“闲话家常”等方式，
分配不同角色，进行“实地体验”，认
真听取党员群众意见。

9月24日，澄迈县委书记吉兆
民深入华能海口电厂和海南富山
油气化工有限公司实地调研，并召
开座谈会，详细了解项目进展情
况、协调解决相关问题、现场督导
项目推进，帮助企业解决招工难、
融资难等实际问题5个。澄迈县委
副书记、县长司迺超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推动“菜篮子”民生
工作调研活动，与经营摊户、供应
生产商进行交谈，详细了解蔬菜、
农副产品的价格、销售以及供应

等情况，采取有力措施扩大有效
供给，稳定市场物价。

目前，澄迈县党员领导干部通
过体验式调研形成304份高质量
调研报告，转化运用调研成果为
群众解决痛点难点堵点问题 909
个，完善服务群众相关工作制度
机制35项。

同时，结合扫黑除恶、软弱涣
散党组织整顿、脱贫攻坚等中心工
作，澄迈县省管干部纷纷深入分管
领域工作一线，开展“三个一”调研
活动，即到联系点镇村调研排查一
次软弱涣散党组织、与基层干部座
谈一次、至少帮助基层解决一个问
题。自开展主题教育以来，澄迈各
级干部深入基层一线调查研究
3506次，召开调研座谈会832场，
帮助基层解决问题1124个。

此外，围绕提升党性素养，澄迈
开展“百堂党课进基层”活动。由吉
兆民带头给全县副科级以上党员干
部上纪律专题教育党课。澄迈县各
级党员干部深入分管（联系）单位
（部门）和镇、村（社区）上专题党课，
共上专题党课 369 场，听课对象
15752人次。

多方式征求意见，找准找全突
出问题。

一是系统梳理找问题。澄迈县
各级党员干部对巡视巡察、干部考
察、工作考核、上年度民主生活会等
工作发现的问题进行系统梳理。目
前共梳理出存在问题3043个，制定
整改措施，同时明确责任领导和完
成时限。

二是集中“会诊”议问题。澄迈
各级党组织召开对照党章党规找差
距专题会议800余场，逐一对照党
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关
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查
摆问题。

三是多方问计听问题。澄迈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共深入各自的
联系点、分管单位和脱贫攻坚一
线走访 3506 次，走访党员群众
6800 多人次，认真听取基层群众
声音。围绕建强脱贫攻坚队伍、
排查解决发展党员违规违纪问
题、提高村干部补贴待遇、打赢脱
贫攻坚战等工作，相关部门分别
召开征求意见会，共征集意见建
议417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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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字贯穿始终，提升整改落实成效

学习与调研结合，使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抓实“三个到位”，精心谋划推动主题教育

澄迈县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员领导干部纪律教育专题班。澄迈县公安干警参观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警示教育巡回展。

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宣讲团在澄迈宣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