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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1＋1＋1＞3”的
监督效果

共有7198个项目
被列入跟踪监督清单

全省跟踪监督推动发现问题

10200个

完成整改7218个

创新“业主单位＋监管部门＋监督部门”

三位一体监督模式
纪检监察、巡视巡察、审计三个系统上下联动

省本级和28个市县区分级抓落实
制图/杨薇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张芷瑜

开展跟踪监督，就是对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中的公共工程和土地出
让项目实行全过程监督，防范廉洁风
险，保障每一个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
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2020年，海南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通过整合纪检监察、巡视巡察、审
计监督力量，创新“业主单位＋监管
部门＋监督部门”三位一体监督模
式，防范化解廉洁风险，开展对全省
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的跟踪监
督。截至目前，共有7198个项目被
列入跟踪监督清单，全省跟踪监督推
动发现问题 10200 个、完成整改
7218个，有力消除了项目建设过程
中的廉洁风险隐患，切实防止“工程
建起来、干部倒下去”，实现“1＋1＋
1＞3”的监督效果，推动自贸港营商
环境优化，为自贸港建设提供坚强纪
律保障。

统筹联动
实现项目全覆盖监督

开展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
跟踪监督是省委着眼于自贸港建设
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中共海南省
委关于贯彻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的决定》中明确了要
实现对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跟
踪监督分级抓、全覆盖。

2020年4月底，我省印发《关于
开展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跟踪
监督工作的意见》。6月12日，全省

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跟踪监督
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

公共工程项目“第一责任人”业
主单位、土地出让项目“第一责任
人”市县政府和其各自行业主管部
门，以及由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巡视
巡察机构、审计机构组成的监督力
量，相互协作，迅速为全省公共工程
和土地出让项目编织了一张无死
角、全覆盖的监督“网”，充分发挥

“嵌入式”监督力量。
2020年11月，省交通运输厅原

党组书记、厅长林东，原党组成员、副
厅长刘保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消息一经发布
便引发社会关注。

七届省委第七轮巡视在全省率
先“破题”，对省交通厅24个投资额
500万元以上公共工程项目开展跟
踪监督专项巡视，发现问题182个，
其中就包括林东、刘保锋在公共工程
项目领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线索。

“截至目前，全省共对655个重
大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进行专
项巡视巡察，共发现问题866个，推
动整改283个。”省委巡视办相关负
责人向海南日报记者亮出跟踪监督
2020年“成绩单”。

在审计方面，审计机构创建“平
台+N”审计模式——“平台”即项目
行业类别，目前共分为企业投资、水
利设施、信息化投资等6个类别；“N”
即指具体项目。据介绍，截至目前全
省审计系统对541个项目实施跟踪
审计，发现问题 954 个、推动整改
386个，对项目代建制从政策和执行

层面提出3项改进措施均被省政府
采纳。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立足监督的
再监督职责定位，将公共工程和土地
出让项目全部纳入日常监督，已发现
问题2339个、推动整改1697个，并
探索出点穴式、预防式、答卷式等寓
监督于服务的有效途径。

“纪检监察、巡视巡察、审计三个
系统上下联动，省本级和28个市县
区分级抓落实，同步开展、同向发力，
一步到位实现对全省工程、信息化、
用海用地等共7198个项目跟踪监督
全覆盖。”省跟踪监督领导小组办公
室负责人总结道。

精准聚焦
廉洁风险全流程防控

自贸港建设中项目多且杂，在监
督环节中平均用力容易导致监督力
量“撒胡椒面”、流于形式。唯有秉轴
持钧、纲举目张才能事半功倍，取得
实效。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跟踪
监督工作中，坚持聚焦关键少数、关
键岗位、关键环节风险点精准发力，
实现全流程廉洁风险防控。

“对被监督单位班子成员经常
督促提醒，‘头雁’带好队，‘雁阵’才
能飞得不偏不倚。”省纪委监委派驻
省司法厅纪检监察组负责人道出紧
盯关键少数在跟踪监督工作中的重
要性。

前移监督关口，抓早抓小、防微
杜渐，“一把手”扛起主体责任，以常

态化的监督层层落实项目廉洁风险
防控责任。

“派驻组督促我们组织全省卫健
系统102名关键岗位人员旁听职务
犯罪案件庭审，对增强廉洁意识起到
了积极作用。”省卫健委机关纪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

对廉洁风险高发的岗位做实日
常廉洁教育，针对苗头性、倾向性问
题及时开展提醒谈话，只有监督常
在，审批权才能常紧。

“我们对省大数据管理局14个
重大政务信息化项目实行嵌入式监
督，督促对海南省‘码上办事’平台等
3个投资概算虚高项目核减1179.76
万元。”省纪委监委驻省工信厅纪检
监察组负责人介绍，资金使用环节廉
洁风险高，此次监督成果可形成供被
监督单位借鉴的模板，运用到其他各
个关键环节上。

常态监督
跑出项目“加速度”

“我们要通过开展跟踪监督，督
促建立三位一体常态监督模式，推动
各责任单位各尽其责，主动发现、及
早解决问题，把项目廉洁风险隐患解
决在萌芽状态，强力打通‘中梗阻’，
将项目推进‘快车道’。”省纪委监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开展跟踪监督工作
以来，通过日常监督发现的问题占
95.87%。

为了进一步提升跟踪监督实效，
省纪委监委在省委、省政府跟踪监督
工作意见的基础上，建立“1+N”跟踪

监督制度体系，配套制定7项工作制
度，对信访举报受理、问题线索转办、
典型案例通报等进行规范，带动各单
位出实招。

制度规范助力发现廉洁风险隐
患，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制发监督建议
303件、纪检监察建议30件，推动监
管部门对易发多发问题开展专项治
理426次，发现问题2472个、完成整
改2283个。

2020年，海南启动新一轮习近平
总书记“4·13”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
实情况专项检查。每个检查组都对
受检单位单列一份公共工程和土地
出让项目跟踪监督问题明细表。“以
清单化方式列出业务问题及其背后
的政治问题，对单检查整改情况，有
力提升了跟踪监督质效。”省纪委监
委第五监督检查室负责人表示。

2020年 9月，省跟踪监督工作
领导小组组织开发的跟踪监督系
统平台上线运行，对跟踪监督工作
实行“评价+排名+预警+通报+考
核”一条龙智能化管理，试运行以
来得到各单位一致好评。2020年
底，“打造常态化、精准化、全面化
廉政风险跟踪监督机制”作为海南
自由贸易港第十批制度创新案例
之一集中发布。

省纪委监委从制度化、清单化、
信息化三个方面加强管理，推动各单
位形成按制度、规定、程序开展监督
的规范体系，促进跟踪监督出实效，
为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护航，为自贸港
建设保驾护航。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

2020年海南高位谋划开展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跟踪监督，为自贸港建设护航

跟踪监督精准出击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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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王佳艺

近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
第十五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海南
省检察机关“10·26”专案组被表彰为
2020年度全国检察机关优秀办案团
队，其创新调用检察官办案机制的做
法得到最高检的充分肯定。

“‘10·26’专案，即黄鸿发等人
特大涉黑案，是海南建省以来最大
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该案
的成功办理是海南检察机关调用检
察人员办理重大涉黑涉恶案件的实
践典范。”1月 22日，省检察院第一
检察部主任陈翔接受海南日报记者
采访时介绍，涉黑案件一般具有存
续时间长、涉案人数多、涉嫌罪名
多、违法犯罪事实多、涉案资产多、
社会危害大等特点，案情重大复杂，

“办理此类案件，审查难度大，工作

任务重，而在员额制改革背景下，仅
凭一个检察院的办案力量难以在办
案期限内完成，势必要调用全省精
干力量合力攻坚。”

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经请示最
高人民检察院并得到全国人大常委
会、省人大常委会支持后，2019年7
月2日，省检察院从全省检察机关调
用78名检察精英组成办案专班，集中
开展“10·26”专案审查起诉工作，形
成395页共计20多万字的五份起诉
书和5600多页320余万字的审查报
告，最终确保了起诉案件事实清楚、罪
名定性准确、指控犯罪有力。

“调用检察官办案机制，有效解
决了办案人手不足的问题。在省检
察院的直接指挥下，全省检察机关办
案得以集中优势人力、物力、财力，上
下一体、整体联动，为攻坚重大疑难
案件提供了支持。”陈翔说，更难得

的是，此案的成功办理，还为全国检
察机关如何调用办案力量、如何解决
调用人员的办案身份问题进行了大
胆有益探索。

据介绍，“10·26”专案的审查起
诉工作主体是海南省检察院第一分
院，而调用人员来自全省24个检察
院，在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背景下，调
用人员的办案身份是否适格，能否代
表第一分院出庭公诉，法律没有明确
规定，在全国也没有先例可循。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在吃透《人
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精神的
基础上，专案组采取的做法是：以发布
决定的方式赋予调用人员法律身份。

具体而言，一是以“报请会商”方
式获取授权，通过请示汇报得到全国
人大常委会、最高检、省人大常委会的
支持，并提请省委政法委主持召开庭
前协调会议，就调用人员出庭公诉身

份问题达成共识；
二是以“书面决定”明确调用人

员身份，省检察院下发《关于调用检
察人员办理“黄鸿发家族涉嫌黑社
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决定》，分
别以第一分院检察官、检察官助理、
书记员、法警的身份，将 78名调用
人员组成办案专班，并明确履职时
间为“自本决定作出之日始，案件一
审结束后终止”；

三是以“庭前会议”方式强化效
力，在法院庭前会议当庭宣读省检察
院发布的决定，对相关问题做出说明，
合议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表示无
有异议后，调用人员办案身份适格问
题得以当庭确认。

“‘10·26’专案的办理实践证明，
调用检察人员组建办案专班是办好大
要案的重要法宝。”陈翔表示，目前，全
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海口吴宗隆等人

涉黑案、琼海杨昌武等人涉黑案、万宁
吴挺森等人涉黑案、万宁潘海文等人
涉黑案等重大涉黑案件，均采取调用
检察人员组建专班的办案模式办理。
调用检察官办案这一创新机制，入选
了海南自贸港制度创新典型案例，并
被最高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人民检
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将其成果吸纳上
升为国家司法解释，为全国检察机关
今后统一调用检察人员办理案件提供
了法律依据。

“对基层检察干警来说，这一办案
模式也是难得的锻炼平台。”陈翔说，
基层院办理涉黑案件少，不同程度存
在理论基础薄弱、实践经验不足、畏难
心理严重等问题，“通过参与专案办
理，火线练兵，能极大提升干警对重大
疑难复杂案件的处理能力，使业务素
质得到质的飞跃。”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

在无先例可循背景下，海南率先探索调用检察官办案机制，获最高检充分肯定——

集中精干力量 攻坚大案要案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随着海南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
高，在本地街头遇见外国人已不是稀
奇事，但若遇上一个“海南通”的外国
人，还是比较少见。白俄罗斯人康津
晟正是一位“海南通”，对于这个称号，
他很有自信——

“我来海南快10年了，不仅定居
于海口，还在这里发展事业。”1月24
日，康津晟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对
海南日报记者说，他热爱海南，特别是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大背景下，他抓
住了发展机遇，也希望尽一己之力助
力海南发展。

时间回到2011年，康津晟第一次
来到海南，他依旧印象深刻：“小时候，
我希望能在滨海城市生活。海南拥有
碧海银滩、灿烂阳光，人们热情友好，
正是我理想中的居所。”两年后，康津

晟正式定居海南。
在海南近10年，康津晟经营着

海南仙谷等几家企业。如万千海南
人一样，他也亲身感受着海南的点滴
变化——

作为海南居民，康津晟认为外国
人在海南生活越来越便利了。他举例
说，以往外国人在海南买高铁票非常
不便，为此，海南政府专门召开会议研
究解决这一问题，现在外国人可以在
网上购买高铁票了。“买票事小，却实
实在在解决了我们的出行问题，也释
放出海南越来越关心在这里生活的外
国人的友好信号，让我感到非常暖
心。”康津晟说。

作为企业负责人，他对海南营商
环境的变化也深有感触。比如《自由
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
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和《海南
自由贸易港试点开放第七航权实施方
案》的出台，为他的公司发展带来了新
机遇。“从前外资企业在航运领域完全
不能做，到现在可以完全参与，这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政策在助推海南越来越
开放。”康津晟表示。

如今，康津晟乐于被称作“海南
通”，是因为他已将海南当成了自己
的第二个家。作为“家人”，他认为
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向外推介海
南。去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发布后，康津晟接到了白俄
罗斯驻广州总领事馆、白俄罗斯驻
华大使馆和塔斯社的邀请，第一时
间协助他们翻译“海南自由贸易港
干货精选 60条”。为此，他忙碌到
深夜，却乐此不疲：“虽然很辛苦，但
我想到能为海南做点事，就觉得非
常荣幸。”

“海南政府对外籍人士非常重视
和关照，我们提出的想法、建议，他们
会认真聆听并给出答案。”康津晟告诉
记者，他和团队曾撰写过一份关于海
南入境旅游品牌再造计划的报告，并
得到了省里相关部门的批示。此外，
他还向省政府提交过建言海南引才机
制的报告，也很快得到了回应。

“十四五”期间，海南将加快自贸
港建设步伐，康津晟也有自己的期待：

“在海南建设自贸港的背景下，越来越
多的外籍人才将涌入海南，希望相关
部门能对海南自贸港政策进行更多、

更专业的海外宣传，并在一些细节上
继续完善。同时，希望政府部门能组
织长期的国际顾问小组，定期为海南
自贸港发展提出有效意见。”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

来自白俄罗斯的康津晟在琼工作生活近10年

“海南通”有颗海南心

康津晟在参观海口市民游客中心。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外国人看海南

省高院公布海南法院
扫黑除恶十大典型案例
昌江黄鸿发案等一批重大典型
涉黑涉恶和保护伞案件入选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金昌波 特约记
者吴春萍 通讯员方茜）1月24日，海南省高院公
布海南法院扫黑除恶十大典型案例，昌江黄鸿发
案、海口江东甘波案、麦鸿章案等一批重大典型涉
黑涉恶和保护伞案件入选。

据统计，2018年以来截至2020年 12月 31
日，全省法院共受理黑恶犯罪案件744件5654人，
审结704件4869人，总体结案率达93.87%，对2
案2名重大涉黑案首犯（黄鸿发、符聪）执行了死
刑；受理黑恶势力“保护伞”案件83件106人，审结
81件104人，依法处置涉案黑财23.56亿元。

省高院指出，这些案件的成功审判有力地打
击了海南的黑恶势力犯罪，巩固了基层政权建设，
维护了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增强了群众的安全
感、幸福感，提升了群众的法治观念，为加快推进海
南自贸港建设营造了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我省举办村（社区）
退役军人党支部书记
后备人选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邓世凯）近日，省
委组织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联合在海口举办为期3天的全省村（社区）退役军
人党支部书记后备人选培训班（第一期）。来自全
省20个市县（区）村（社区）退役军人党支部书记
后备人选共计99人参加培训。

培训班邀请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负责人就国防
建设进行专题授课，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负责人结
合业务进行专题辅导，基层一线兵支书、老支书结
合个人经验倾情分享，学员们围绕主题深入交流。

据介绍，今年3月底前，全省将分批完成村
（社区）退役军人党支部书记、“两委”委员后备人
选轮训工作。

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指出，举办这次培训
是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在村（社区）“两委”换届
中重视选拔优秀退役军人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
退役军人要积极参加村（社区）“两委”干部竞选，
依法依规进入“两委”班子，在基层工作中要永葆
军人本色，树立清正廉洁、群众信赖、为民服务的
良好形象，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再立新功。

33小时完成20例
Rezūm热疗消融系统手术

医疗消费回流在乐城加速
本报博鳌1月24日电（记者袁宇）海南日报

记者1月24日从海南博鳌乐城先行区管理局获
悉，1月23至 24日，在乐城先行区内新引进的
Rezūm热疗消融系统手术仅用33小时就完成
了20例，并有200多位患者预约手术。

据悉，Rezūm热疗消融系统是由一龄医院
管理集团2020年底引进于波士顿科学公司的一
种微创疗法，用于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

实施这20例Rezūm热疗消融系统手术的医
生是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薛波新。
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治疗用时短，病人术后状况良
好，微创几乎无损伤，对患者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影
响。在20例手术中，有一例手术全程仅用时2分钟，
体现该产品具有手术用时短、易操作、易推广的特点。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还
有200多位患者预约了Rezūm热疗消融系统手
术，体现出国人医疗消费回流趋势持续增强。随
着海南自贸港政策及乐城先行区的政策红利进一
步放大，未来将有更多特许医疗药械进入乐城先
行区，也会有更多普适型特许医疗服务及产品惠
及更多国内患者。

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王梦洋）海南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将于1月25日
20时在海南经济频道、20时30分在三沙卫视，1
月31日16时20分在海南卫视播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三农”问题彻底解决
好，才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齐短板。本期乡
村振兴电视夜校邀请到定安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杨文锋，为大家介绍定安“扩种养促务工增收入”
工作的经验做法。

同时，定安龙湖南科食用菌有限公司总经理、
党支部书记吴孔利及定安县龙湖镇陈村脱贫户孙
善南等人也将来到夜校课堂，讲述他们因地制宜，
带领村民增收致富的故事。

观众还可以从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官网下载
“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

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
开展学习交流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邱江华）1月24
日上午，“实践者说——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
工作学习交流会（第11期）”在海口举办。本次会
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230余名挂职干部
以“深入学习贯彻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动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再上新台阶”为主题交流发言。

此次交流会上，来琼挂职干部代表紧密围绕
知识产权一体化、海南农业科技创新、海南自由贸
易港货运机场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思考、交流
发言，提出了有见地、有价值的意见建议。值得一
提的是，本次交流会首次以沙龙形式围绕热点话
题进行交流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