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省新闻 2020年1月16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蔡佳倩 美编：孙发强A08 综合

■■■■■ ■■■■■ ■■■■■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陈智

按照七届省委第六轮巡视统一部
署，2019年9月至12月，省委派出9
个巡视组对省委宣传部、省委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党组、省公安厅党委、
省林业局党组、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党组、省妇女联合会党组、省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党组、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党
组、海南医学院党委、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党组、省建设项目规划设计院有
限公司党委等12个省直单位党组织
开展常规巡视，对乐东黎族自治县和
临高县开展巡视“回头看”，同步对进
驻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的30个单位
开展行政审批专项巡视。2019年12
月30日至31日，省委巡视工作领导
小组召开会议，听取省委第六轮巡视
情况汇报，同意巡视组指出的问题和
提出的意见建议。2020年1月7日，
省委“五人小组”会议听取了七届省
委第六轮巡视综合情况汇报，对本
轮巡视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巡视整
改和成果运用提出了明确要求。近
日，省委巡视组陆续向上述单位反馈
巡视情况。

巡视组重点反馈了巡视中发现和
干部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现将首批
公布的7个市县单位巡视反馈主要问
题摘编如下。

省委宣传部主要问题：一是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
央12号文件精神有差距。二是在指
导协调全省理论研究、理论宣传、理论
队伍建设方面还有落差。三是统筹推进
县级融媒体建设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
四是对意识形态工作指导、推动落实不
够到位。五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全面
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不够到位。六是
机关纪委执纪问责失之于软，党内监督
乏力。七是重大资金项目存在廉政风
险。八是在打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
求实创新的宣传队伍方面有差距。九
是抓党建工作有待加强，“重业务、轻党
建”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同时，巡视

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
索，已按规定转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
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省公安厅党委主要问题：一是对
巡视问题和审计问题整改政治站位不
高，整改措施不到位。二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精神，
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有差距，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禁毒工作和打击电
信网络新型犯罪等工作存在短板，一
些重要公安基础设施及公安信息化项
目推进缓慢。三是部分领导班子成员
自我要求不严，民主生活会上不按要
求报告个人重大事项，个人对照检查
敷衍了事。四是履行党内监督主体责
任不到位，治警存在宽松软。五是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仍有诸多表现，厅机
关部门之间缺乏协作意识，基层公安
机关不作为、慢作为现象突出。六是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严重滞后，长期借
用基层警力，对辅警队伍管理缺失。
同时，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
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省纪委监
委、省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省林业局党组主要问题：一是深
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
13”重要讲话精神的效果不够好，理
论学习缺乏主动性、自觉性，学用结合
不紧密，实际成效不明显。二是执行
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的力度不够
大，落实《海南省贯彻落实〈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任务清
单和责任分工》的开拓性不够强。三
是机构改革后落实重要职能职责不协
调不顺畅不到位。四是纠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顽疾狠劲不足。五是开展党
内政治生活不严不实，党的组织建设
基础薄弱。六是选人用人不规范，裙
带关系积弊久存。同时，干部队伍存
在老化、断层等结构性问题。七是对
领导干部监督管理不严不实。八是落
实巡视、中央环保督查、国家海洋环保
督查、审计、主题教育整改措施不够
硬、进程不够快。九是未能压紧压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抓监督执纪
职责落实虚位缺位。十是一些工程项

目存在明显的围标串标和规避招投标
行为，部分直属单位工程项目和专项
资金管理混乱等问题突出。同时，巡
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
线索，已按规定转省纪委监委、省委组
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党组主要问
题：一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4·
13”重要讲话精神不到位，推动审批
事项改革担当不足，对加强海南自贸
港阶段政务服务体系建设缺乏深入研
究；落实监管责任有缺失，对招投标领
域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应发现未发
现，代理机构管理机制不健全，专家队
伍考核管理松散。二是落实从严管党
治党要求有差距，压力传导不到位，制
度落实打折扣，对违纪违规行为问责
不及时；廉政风险隐患多，制度的笼子
扎得不紧。三是党组以上率下的引领
作用不强，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务
服务队伍有差距。党内政治生活质量
不高，党组成员未充分发挥表率作用；
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不强，党建与业
务工作“两张皮”；干部选拔任用程序
不规范，干部队伍来源渠道单一，业务
培训与改革要求不相适应。四是落实
巡视、审计、主题教育整改不到位，长
效机制尚未形成。中央巡视和省委上
一轮巡视问题整改责任未压实，审计
发现问题整改未完成，主题教育问题
整改未见实效。同时，巡视组还收到
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
规定转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等有
关方面处理。

对进驻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的
30个单位开展行政审批专项巡视发
现的主要问题：一是“互联网+政务服
务”改革统筹协调不够、联动性不强。
政务服务事项“一门、一窗、一网”办理
率不高，清理“兜底条款”“奇葩证明”
工作进展缓慢。二是政务服务有短
板，不依法行政现象时有发生、个别单
位政务服务效率低，利用不计入办理
时限的预审等延长审批期限，跨境投
资便利化程度不够，违规收费问题未
杜绝。三是部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

度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要求不相匹配，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改革协调机制
不畅，综合窗口改革有差距，尚有995
个事项未纳入综合窗口。四是线上线
下“两张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
比较突出。放权不配套，企业由“一头
跑”变“两头跑”；线下流转，规避监管，

“收发室”“二传手”现象依然存在。五
是落实“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
管”不力，个别单位对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缺少配套制度和措施，效果不佳。
六是力量整合优化不够，横向的部门
壁垒依然存在、纵向的上下联动较差；
审批窗口工作人员的调配、管理衔接
不到位。七是服务意识和能力不适应
改革要求，12345热线工单逾期办理
件边清边积。八是廉政风险防范意识
较弱，审批、专家评审等重要环节存在
廉政风险隐患。

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党组主要问
题：一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对群团
工作部署有差距，谋划落实台联工作
不主动，促进交流交往不到位。二是
党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够，落实“三
重一大”决策制度不到位。三是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仍然存在，对重要工作
抓而不实，班子基层调研不够。四是
对党风廉政建设不够重视，廉政风险
防控措施未建立，补贴补助发放管理
混乱。五是组织生活不严肃，对民主
生活会整改不重视，执行“三会一课”
制度不严格。六是执行选人用人制度
不到位，不重视相关干部培养，干部人
事档案管理不规范。同时，巡视组还
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
已按规定转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
等有关方面处理。

海南医学院党委主要问题：一是
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不
力，深化高校改革发展不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
央12号文件精神责任缺失，医科大学

“高地”与人才队伍“洼地”落差仍较明
显。二是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
够，贯彻民主集中制有较大差距，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校风学风建设不

实。三是全面从严治党主体意识淡
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不到位，

“一岗双责”履行缺位，纪委履行监督
责任不到位，监督执纪不严不实，问责
高举轻放。四是作风建设不实，存在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不担当、不
作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依
然存在，工程招标、设备采购和项目
管理等重点领域、重要环节存在风险
隐患。五是党内政治生活“四性”不
强，解决自身问题乏力。六是基层党
建工作薄弱，执行党建责任制不力，
思想建设不实，组织建设问题突出。
七是干部工作政策落实不到位，干部
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不足，对干部缺
乏管理监督。同时，巡视组还收到反
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
定转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等有关
方面处理。

临高县主要问题：一是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精神
浮于表面，政治站位不够高。县委、县
政府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重大决策部署不力，在经济社会发展
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不够充分。二是
贯彻执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存在偏
差，政治生态有待改善。选人用人正
确导向作用发挥不足，县委落实党内
政治生活制度不够严谨，基层党建工
作较薄弱。三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推动不力。全面从严治党“两
个责任”没有落到实处，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存在薄弱环节，重点领
域廉政风险较大。四是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较突出，为民宗旨意识淡
薄。一些党员干部担当进取精神不
足，不作为、慢作为导致多项工作被动
落后。五是聚焦整改“后半篇文章”不
够，整改工作推动缓慢。对整改工作
不敢较真碰硬，缺乏统筹协调，少数领
导干部敷衍塞责，导致巡视、审计反馈
问题整改不到位。同时，巡视组还收
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
按规定转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等
有关方面处理。

（本报海口1月15日讯）

省委巡视组向7个市县单位党组织反馈巡视情况

1月 15日，亚龙湾第二通道
（一期）实现功能性通车，通车长
度5.8公里，成为连接三亚主城区
与亚龙湾旅游度假区的又一条通
道，将有效缓解进出亚龙湾地区
的交通压力。

亚龙湾第二通道（一期）以三
亚市榆亚路棕榈滩小区为起点，
经大安岭隧道和红霞谷隧道后进
入博后村，最终驶入亚龙湾旅游
度假区。

三亚交警部门提醒，亚龙湾第
二通道（一期）实现功能性通车是为
了缓解春节期间进出亚龙湾地区的
交通压力，因道路仍在进行附属设
施建设，目前只允许小型汽车、非机
动车、行人通行，车身限高2米，货
车、旅游巴士暂时不能通行。

文/本报记者 李艳玫
图/本报记者 武威

亚龙湾第二通道
（一期）通车 我省启动关爱儿童

寒假特别行动
本报讯（记者昂颖 通讯员刘晓晖）为贯彻落

实全国妇联、教育部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
“把爱带回家”双百万结对寒假特别行动的通知》
要求，帮助我省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群体度过一
个安全、文明、祥和、温暖的假期，1月14日，“把
爱带回家 温暖伴成长”——海南省关爱儿童寒假
特别行动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启动。

启动仪式由省妇联、省政府妇儿工委办等10
家单位联合举办。省儿童福利会以及多家爱心企
业（人士），志愿者、留守困境儿童近170人参加启
动仪式。现场共筹集爱心善款和物资近20万元。

据悉，此次特别行动突出“团圆”“幸福”“爱”
等新年特色，以在外务工父母回家与孩子共度新
年为契机，通过开展“把优良家风带回家”“把法治
安全带回家”“把社会关爱带回家”三项活动，给予
全省广大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感情上的慰藉、精神
上的鼓励、道德上的支撑与品质上的砥砺，让留守
儿童和困境儿童在享受亲情陪伴中度过美好假
期。目前该行动已覆盖全省19个市县。

定安

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措施
30条出台

本报定城1月15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程守满）所有审批事项办理时限在现有基础上再
压缩不低于20%；设立综合受理窗口，执行“前台
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的审批
模式；压缩企业开办时间至3个工作日内……海
南日报记者1月15日从定安县委获悉，《定安县
优化营商环境三十条》已正式印发，30条措施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松绑”，为群众“解
绊”，为市场“腾位”。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定安县优化营商环境
三十条》涉及8大方面30条措施，提出精简行政
审批事项，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深化商事制度改
革，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畅通政企服务渠道，建
立“亲”“清”政商关系；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增强企
业持续发展动力；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改善信贷和
融资环境；加强法治服务保障，保护市场主体合法
权益；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加
强监督考核评价，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文昌

禁燃区域全年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

本报讯（记者李佳飞）为减少烟花爆竹燃放
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文昌市政府日前正式发布通
告，明令在文城主城区禁止燃放区域内全年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

通告明确，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有：文城
镇老城区域：迎宾路→文航路→文兴路→沿江路
→霞洞路（规划路）→教育东路→云逸路→文建路
→文昌大道→迎宾路形成的合围及合围外50米
内区域；文城镇清澜区域：波溪丽亚湾小区南侧→
南二环路→新港路（规划路）→旅游大道→疏港大
道往东→至清澜半岛小区往南合围的南部区域及
合围外50米内区域，包括区域内所有海滩；文城
镇头苑区域：头苑中学方圆200米范围内。

在禁止燃放区域外，以下场所也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党政机关办公区、医疗机构、幼儿园、中小
学校、敬老院、疗养院、公园、影剧院、文物保护单
位、大型文化体育场所、档案馆、集贸市场、公共娱
乐场所等场所；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以及铁路线
路安全保护区及其他重点消防单位或区域；广播
电视台、电信、邮政、金融单位、电力、通讯线路附
近及房屋走廊、楼道、屋顶、阳台；重要军事设施和
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火力电厂、加油站、液化
气站等生产、储存、销售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
仓库及其周围100米内区域；山林重点防火区。

广告

债权转让通知
琼海玉中置业有限公司、王新贵：

根据债权转让方吴凯儇及海南万长威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与债权受
让方邢志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吴凯儇及海南万长威房地产投资有限公
司将其享有的下列债权依法转让给邢志：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1年11月15日作出的（2011）海南一中民初字第31号民事调解书中
确定琼海玉中置业有限公司、王新贵向海南万长威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吴凯儇偿付的款项及应得的权益。具体为：1、被执行人琼海玉中置业有
限公司、王新贵向申请执行人海南万长威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吴凯儇支
付欠款人民币6418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标准按双方之前约定的方法
计算）；2、被执行人琼海玉中置业有限公司、王新贵向申请执行人海南万
长威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吴凯儇支付律师服务费人民币75000元；3、承
担本案执行申请费59865元。吴凯儇及海南万长威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特公告琼海玉中置业有限公司、王新贵该债权转让的事实，自债权转让合
同签署之日起，邢志行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利。特此公告通知。

吴凯儇 海南万长威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 1月15日

讣告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

副书记、主任刘政权同志，在工作中突

发心脏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1月15

日5时10分不幸去世，享年57岁。

刘政权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

2020年1月18日（星期六）上午9时在

海口殡仪馆举行。

联系电话：0898-65200504

0898-65200586

18976762321

特此讣告。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2020年1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