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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徐姝婕

2019年12月28日至30日，七届
省委第五轮巡视的16个单位党组织陆
续向社会公布了巡视整改进展情况，主
动接受干部群众监督。

据悉，本轮巡视共反馈问题602
个，分解整改任务1072项，截至2019
年12月，已整改落实787项，整改落实
率73.4%。16个被巡视党组织认真履
行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将巡视整改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融合推
进，按照“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的总要求，主动对表对标，既立足

“当下改”，深刻检视问题，全力推动相
关问题的整改落实；又着眼“长久立”，
扎紧制度篱笆，大力营造风清气正良好
政治生态，推动本轮巡视整改取得阶段
性成效。

强化组织领导
压紧压实巡视整改责任

“巡视整改就是政治任务，省发改
委党组将认真履行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照单全收，抓好整改。”省发改委党
组书记符宣朝在巡视反馈整改会上如
是表态。

16个被巡视党组织高度重视巡视
反馈整改工作，及时成立由党委（党组）
书记任组长、班子其他同志为成员的巡
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把推动巡视整改
作为开展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主动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
要论述，切实把巡视整改当作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机
遇和动力。从实际效果看，被巡视党组
织管党治党意识和责任明显增强，理论
学习确有收获，思想认识受到洗礼。省
直机关工委先后召开4次书记会议，专
题研究巡视整改工作，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扎实推进整改落
实，取得明显成效。

值得一提的是，该轮巡视整改期
间，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关
于规范巡视整改评价审核工作的指导

意见（试行）》，对巡视反馈问题进行科
学分类，相对应地建立评价审核标准。

“该文件的出台，使得巡视整改评价审
核工作和评价标准有了依据，相关工作
更加规范。”省委巡视办有关负责同志
表示。

除了新亮点，巡视机构、纪检监察
机关、组织部门共同构建的“三方评价”
机制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纪检
监察机关和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员
列席被巡视党组织专题会议，集体会诊
巡视发现的“病症”，把关巡视整改开出
的“药方”，确保各单位巡视整改始终保
持正确方向。

深刻检视问题
推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成效明显

“通信基站建设管理放管服改革”
等4个案例在“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创新案例”中发布，其中“人流、物
流、资金流监管系统”被列入2019年国
务院第六次大督查通报表扬的典型经
验做法。日前，在省工信厅党组公布的
巡视整改进展情况中，该项成果格外引
人注目。在巡视指出“对完成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任务的研究不够深入，职能作
用发挥不充分”的问题后，省工信厅党
组认真检视反思，大力开展调研，加强
对干部的业务培训，深入研究工信部门
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的地位和
作用，想方设法谋划制度创新案例，形
成了一批制度创新成果。

在本轮巡视整改过程中，被巡视党
组织不做表面功夫，一手抓主题教育，
一手抓巡视整改，不少干部对工作的思
考更深，责任意识更强，推出措施也更
加得力。

针对巡视提出的“高层次人才引进
力度小、效果差”的问题，海南大学党委
有针对性地出台《海南大学人才引进标
准与待遇实施办法（试行）》，加大培养
经费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2019年共
引进国家级人才12人，引进博士人才
147人，柔性引进院士17人，建设院士

工作站8个，人才引进力度不断加大。
省水务厅党组制定了为期1年的

学习计划，围绕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组织多种形式的学习活动，着力克
服本领恐慌，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解决
了一批难啃的“硬骨头”。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全面解决，迈湾、
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等一批海南水网
建设规划关键项目启动实施，进一步完
善了我省海岛型水利基础设施，为海南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储备强劲动能。

发挥巡视利剑作用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

在巡视整改过程中，16个被巡视
党组织对巡视反馈问题照单全收，加大
执纪问责力度，严肃查处违规违纪问
题，强化不敢腐的震慑。省广播电视大
学认真清理虚报课题费、虚报差旅费、
虚开发票等问题，对23名教职员工进
行问责；省卫健委开展行业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的集中整治，对16个市县和
21家省直属医疗机构开展督查检查，
共谈话提醒13人，组织处理2人，立案
查处5人，党纪处分3人，收缴、追回违
规违纪款71.3万元。

查处不是目的，扎牢不能腐的笼
子，需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针对
本轮巡视发现的问题，被巡视党组织开
展专项整治 61次，出台和修订制度
280项。团省委对内部风险点进行了
全面排查，围绕“三重一大”事项、预算
管理等12个方面制定出台《团省委廉
政风险点和防范措施》，进一步完善内
控制度；省发改委出台《海南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课题研究管理办法（试
行）》，从课题立项、供应商遴选和研究
过程、管理结题验收、成果应用和报账
归档等方面对课题研究进行了规范，降
低廉政风险。

结合主题教育，被巡视党组织聚焦
解决思想根子问题，深入开展廉政教育，
增强不想腐的自觉。省人社厅组织厅机
关全体处级干部观看警示教育片《强力

破“网”打“伞”深化扫黑除恶》《“象牙塔”
里的“硕鼠窝”》等，开展面向全体机关党
员干部的党章党规党纪知识测试，增强
纪律意识。海南大学组织党员领导干部
到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全校各级党组织共计开展警示教育71
场次，强化廉洁自律意识。

坚守为民初心
以巡视整改的实际成效

取信于民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
根本利益，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也是巡视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
想的具体体现，被巡视党组织把解决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作为巡视
整改的重中之重。

“看病难”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问题。省卫健委进一步加强基层医疗
机构能力建设，大力提升医疗服务水
平，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针对
省级“三甲”医院“一床难求”的问题，研
究出台医疗机构急危重症救治联动和
床位调配机制，确保急危重症患者得到
及时救治。

省交通厅直面“过海难、过海慢”难
题，抽丝剥茧，找出病因，成功引进中远
海运参与我省港口资源整合，从体制上
解决琼州海峡“散、乱、弱、小、低”的格
局；协调琼粤两省大幅压缩装船配载时
间至1.5小时，并在春运高峰时段进一
步压缩为1小时；上线“琼州海峡联网
售票服务信息系统”，定船舶、定码头、
定班期，实现通航效率大幅提升。

“发现问题”是巡视工作的“生命
线”，“推动解决问题”是巡视工作的“落
脚点”。省委巡视组相关负责人表示，
各级党组织将巡视整改与巩固主题教
育成果、践行初心使命相结合，积极解
决问题，取得明显成效。2020年，是海
南自贸港建设开局之年，巡视工作将继
续发力，久久为功，持续深化整改，把全
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为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保驾护航。

（本报海口1月6日讯）

坚持把巡视整改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
——七届省委第五轮巡视整改情况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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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 6日讯 （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李布明）1月5日上午，海南大学在
海口举办首届国际青年学者论坛。来自美
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21个国家和地
区的世界一流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近150名
青年学者参会。

举办青年学者论坛是海南大学抢抓部
省合建新机遇，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学科建设
的举措之一，其目的是吸引一批具有全球视
野和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
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进一
步了解、支持和加入、共建海南大学。

本次论坛围绕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和
“国内一流大学”主题，设置了“热带高效农
业”“智慧海洋与资源利用”“生命与健康”

“自贸港与文化旅游”等4个分论坛，聚焦
学术前沿及科研热点，通过专题报告、学术
研讨、实地考察等形式，搭建学术交流平台
和成果展示舞台。

论坛上，省委人才发展局相关负责人
作海南人才政策解读专题报告。海南大学
负责人表示，学校将坚持着力推进人事制
度改革和高水平师资引培工作，为海内外
青年学者施展才华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海大举办首届国际青年学者论坛

吸引海内外青年学者共建海大

本报讯（记者刘梦晓）日前，第三届博
鳌院校领导论坛在博鳌举行。论坛以“人
工智能与课堂教学现代化”为主题，来自全
国100余所院校的260名代表参加论坛。

论坛上发布了《人才培养全链条智能
云教学服务方案》《产教融合智能云教学平
台》《2019年全国中高等院校云教学大数
据报告》，给出了涵盖专业建设、课程建设、
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方面的人才培养全
链条智能化实施方案。

据悉，课堂教学现代化就是教学过程
数据自动记录、教学结果自动生成、教学管
理监督与评价智能化，拥有全过程、全内容
等大数据特征。《人才培养全链条智能云教
学服务方案》的推出，将助推课堂教学评价
现代化更进一步。

本次论坛由北京蓝墨大数据技术研究
院主办，琼台师范学院承办，海南软件职业
技术学院、海南经贸职业学院、海南外国语
职业学院联合协办。

第三届博鳌院校领导论坛举行

助推人才培养全链条智能化

章锦涛同志逝世
◀上接A01版
1979年9月至1983年8月任海南行政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海南日报社总编
辑。1983年8月至1986年3月任海南
行政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86年3
月至1988年8月任海南行政区人大筹
备组副组长。1988年8月至1993年1
月任海南省政协副主席。1994年11月
离休。按省（部）长级标准报销医疗费。

章锦涛同志住院治疗期间，省领
导多次前往或委托他人前往医院看
望，并要求有关部门想方设法给予治

疗和抢救。章锦涛同志逝世后，省领
导分别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并对其亲
属表示慰问。

章锦涛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定于
2020年1月9日（星期四）上午9时在海
口殡仪馆举行。

亲 属 联 系 电 话 ：13707521657、
13907698025

单位联系电话：0898-31999215、
31999212（传真）

海南省政协办公厅
2020年1月6日

本报讯（记者孙慧 特约记者邹小和）
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水务厅获悉，我省
将投入10亿元建设南繁基地（乐东、三亚
片区）水利设施，巩固提升南繁基地的灌溉
供水和防洪排涝能力，推进国家南繁科研
育种基地建设。

南繁基地是我国重要的农作物科研育
种基地，此次工程项目主要针对目前南繁
基地现有渠道输水能力不足、年久失修、灌
溉保证率不高等问题，建设水源、骨干渠系

工程等设施，优先进行骨干渠系建设，规划
水利建设资金10亿元。

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三亚片区新建
渠道9条、提灌泵站4座，改造加固渠道7条，
整治田间排涝沟3条、田间排洪沟7条等；乐
东片区新建渠道11条、提灌泵站4座，改造
加固渠道4条，整治田间排涝沟3条。

工程建成后将提高南繁基地灌溉供水
保障和防洪排涝能力，把南繁基地建设成
生态型高标准农田。

我省将投10亿元
建设南繁基地水利设施

1月6日，博鳌机场，旅客有序排队乘坐飞机。
据了解，1月6日是博鳌机场通航三周年。截至2019年年底，博鳌机场已累计通航城市达64个，包括北京、

上海、武汉、哈尔滨、杭州等城市，开通航线38条，运营的航空公司11家。2019年全年，博鳌机场完成旅客吞吐
量55.9万人次，航班起降架次4319架次，货邮行吞吐量4774.7吨。 文/本报记者 刘梦晓 图/本报记者 袁琛

博鳌机场：
通航3年 起飞64城

本报海口1月6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潘彤彤）海南日报记者1月6
日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该厅近日出
台我省交通运输领域“厕所革命”行动
方案，将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普通国省
干线驿站、汽车客运站、水路客运码
头、城市公交枢纽、轨道交通站点实施

“厕所革命”，解决全省交通运输领域
公共厕所如厕环境不佳、人性化服务

设施配套不完善、管理粗放缺位等突
出问题。

全省交通运输领域将全面实行
“公厕长”管理制度。由服务区、驿站、
汽车客运站、客运码头、公交枢纽、轨
道交通站点负责人兼任“公厕长”，对
公共厕所的管理水平和卫生状况负总
责，并在公共厕所入口处设立公厕长
公示牌，接受社会监督。

省交通运输厅要求，公共厕所开
放期间都必须由专人定点、定时保洁；
要保持公共厕所的设施设备完好、洁
净无味、通透干爽，厕所内无积水积
便、乱堆乱放、乱涂乱画，确保“不湿、
不臭、不挤”。

为提升交通运输领域公共厕所服
务管理水平，我省还将完善厕所标识
引导体系，鼓励开发应用厕所手机

App和微信公众号，满足行人利用手
机方便快捷找到周边公共厕所的要
求，解决“找厕难”问题。

根据行动方案，我省新建服务区、
驿站、客运站、客运码头、公交枢纽、轨
道交通站点将同步配套建设公共厕所
和积极推进无障碍卫生间、第三卫生
间建设与改造，切实做好保障好交通
运输领域公共厕所民生需求。

省交通运输厅出台“厕所革命”行动方案

全省交通运输领域将全面实行“公厕长”制

“服务不满意、不到位、需改进？欢迎您来吐槽！”近日，在海
口市龙华区政务服务大厅，新设立的“吐槽专窗”引发媒体争相报
道。该窗口专供市民提意见和建议，并及时联系相关部门协调解
决问题。此举创新服务方式，方便群众办事，无疑值得点赞。

设置“吐槽专窗”看似细微之举，却让民意反馈效率提高一大
步。政务服务好不好、能否真正解决问题、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
进，人民群众感受最直接、最有发言权，直面群众“吐槽”正是改进
政务服务的良方。小小“吐槽专窗”让政务服务更加亲民、更接地
气，让民意从“转乘”变“直达”，更让民众的声音多了一个出口，畅
通的不只是服务部门与群众之间的交流互动，更是建设人民满意
的服务型政府，进一步深化“放管服”的务实之举。

当然，再新潮的服务创举，也需要真正落到实处，才能最终发
挥其应有的积极效应。以往，全国各地也相继推出过诸多收集社
情民意的服务举措，比如启用投诉电话、设置线上线下“意见箱”
等。可是，有的地方电话打了没有后续反馈、网络政务回复遥遥无
期……造成“写了没人看、说了没人管、管了不落实”现象，不仅浪
费资源，还有损政府形象，透支群众信任。可见，创新服务方式只
是第一步，要想达到效果还需在用心服务上长久发力。

说到底，倾听“吐槽”是为了更好地问政于民、服务群众。关
键是要做到“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如此才能调动群众主动建言
发声的激情，建立起群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最大限度地倾听民
声、集中民智、汇聚民意，找准政务服务工作改进的切入点和着力
点，真正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在实际操作中，不光有呼要有应，还
要马上就办、办就办好。及时解疑释惑、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用
实际行动取信于民，真正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欢迎“吐槽”是姿态，善用“吐槽”是智慧。用好“吐槽专窗”，
用心倾听民声，把民意“请进门”，真正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才能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获得群众的认可与点
赞，真正实现服务为民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