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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省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

加强退役军人保障工作，维护退役军人合
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移交接收、退役安置、教育培训、就业创
业、抚恤优待、褒扬激励

联系电话：0898-68660501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1号

中共海南省委
人才发展局

电话：66235302、66235902
邮箱：hnrcb@126.com

致在琼国际人才的一封信
详情请扫码查看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
因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海口市

市政管理局的城市排水管理职责划转
由海口市水务局承担。原先由海口市
市政管理局审批的《城镇污水排入排水
管网许可》等涉水相关事项自2021年1
月1日起由海口市水务局办理。

联系电话：0898-68723635

国家税务总局
海南省税务局

个税新政2021年起实施，可惠及全年工
薪收入不超6万元群体，优化扣缴更简便！

（详见国家税务总局2020年第19号公告）

电话：0898—12366
详情请扫码查看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赵雅婧

年末岁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新
闻传播中心联合国家语言资源监测
与研究中心推出2020年度十大反腐
热词，“一体推进‘三不’”光荣入榜。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
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
略。“要持续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切实
扎牢不能腐的笼子、不断增强不想腐
的自觉，坚持以‘三不’一体推进的理
念、思路和方法推进反腐败斗争。”省
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蓝
佛安强调。

一年来，海南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坚持把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
悟结合起来，贯彻落实到正风肃纪反
腐各方面，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不断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
量发展。

打虎拍蝇猎狐不停步
正风肃纪反腐凝聚党心民心

2021年元旦前后，省纪委监委半
个月内通报了四起省管干部因严重
违纪违法被“双开”的消息。以雷霆
之势持续“打虎”的背后，是省委保持
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持有贪肃贪、
有腐反腐的坚定决心。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零容
忍的决心丝毫不能动摇，惩治腐败的力
度丝毫不能削弱，‘严’的主基调要长期
坚持下去。”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2020年1至11月，全省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共立案3036件，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2142人，移送检察机关169人，
持续释放全面从严的强烈信号。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严厉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
题。2020年1至11月，全省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查处惠农惠民、教育、医疗
等民生领域侵害群众利益问题305
起、处理487人，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319起、处理742人，查处涉
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207件、
移送检察机关45人，切实抓住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与重拳“打虎”“拍蝇”铿锵脚步
同频共振的，是“天网行动”的持续深
入开展。2020年1至11月，全省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共追回外逃人员14人，
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5名，多名
潜逃20余年的外逃人员回国投案。

加大重点领域反腐力度
对“不收敛不收手”严查到底

2020年最后一天，省纪委监委通
报给予乐东县委原书记吴川祝开除

党籍和公职的决定。通报中，除了指
出其“甘于被‘围猎’，与不法商人沆
瀣一气、同流合污，共同倒卖工程项
目”等经济问题外，还指出其政治上
的问题——“不信马列信鬼神”，且

“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党
的十九大后仍不知止”。

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工作报
告指出，“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
收手，严重阻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
政策贯彻执行、严重损害党的执政根
基，成为全面从严治党障碍的腐败问
题从严查处”。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
一些领导干部仍然不收敛不收手。纵
观2020年已通报受处分的15名省管
干部，有14名被指出不收敛不收手，有
的甚至在十九大后仍不知止，对此必
须重点打击、坚决查处、绝不手软。

一年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积极探索政治监督精准化常态化的
有效路径，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问
题。2020年1至11月，全省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政治纪律党员
干部67人。

2020年初，省纪委监委协助省委
省政府制定《关于开展公共工程和土
地出让项目跟踪监督的意见》，并统
筹纪检监察、巡视巡察、审计等监督
力量，把省、市、县重大项目全部纳入
跟踪监督范围，上下联动、分级监督，
实现跟踪监督项目全覆盖。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工
程腐败”“因地生腐”“靠海吃海”等问
题，对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优先办

理、优先处置、快查快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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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
1049个序时滞后项目得到加快建设、
1699个项目超过序时进度。

贯通协同统筹联动
不断提高治理腐败效能

“进一步排查旅游审批和监管领
域廉洁风险隐患，全面梳理权力事
项，严密编制权力清单，健全完善旅
游行政审批和监管制度，确保权力在
阳光下运行……”

2020年6月，省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厅吴某某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受到开除党籍、政务撤职处分。针对
该案暴露出来的问题，省纪委监委向
省旅文厅党组发出纪检监察建议书。

“在查办吴某某案件过程中，我
们发现省旅文厅党组对党员日常监
督管理不到位、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流
于形式、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落实
不到位、导游证行政审批制度和监管
有漏洞等问题。”省纪委监委驻省旅
文厅纪检监察组负责人表示。

结合日常监督、摸底调研和案件
剖析情况，该组做实审查调查“后半
篇文章”，督促省旅文厅开展专项整
治，制定完善行政审批及政务服务工
作规则、防控措施等6项制度，明确权
力边界和运行规则，把权力关进制度
笼子里。

“构建一体推进‘三不’体制机
制，必须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以
科学周密的治本举措巩固治标成果、
根除病源。”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一年来，针对案件暴露的制度
和监管漏洞，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共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监督建议书
569份，精准提出纪检监察建议，督促
发案地区和单位以案促改、以案促
建，有针对性地制定完善制度474项，
扎牢不能腐的笼子。

日前，海口市琼山区纪委监委组织
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走进区人民法院
庭审现场，旁听海南琼山建筑工程公司
原党总支书记、总经理沈某某受贿、挪
用公款案，“零距离”接受警示教育。

通过让“剧中人”分析“剧中事”，
强化纪律教育，切实增强不想腐的觉
悟，引导全省党员干部和监察对象知
敬畏、守规矩。2020年1至11月，全
省共召开警示教育会议742场，召开
以案促改、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256场，在全省举办警示教育巡回展，
20余万名党员干部观展。运用“四种
形态”处理5546人次，第一种形态占

“四种形态”处理总人次的59%，持续
推动惩治极少数向管住大多数拓展。

一年来，海南一体推进“三不”，
标本兼治综合效应逐渐凸显，政治生
态环境持续深入净化。站在“十四
五”新起点，海南将坚定不移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推动自贸港
高质量高标准建设。

（本报海口1月27日讯）

聚焦2020·海南全面从严治党系列综述之五

海南将“三不”一体推进贯穿正风肃纪反腐全过程

深化标本兼治 净化政治生态
消费，逆势增长显韧性
◀上接A01版

——线上零售额快速增长，非免税实体零售
接近同期。2020年，全省网上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21.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6个百分点。其中，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91.0%，远高于全国
14.8%的平均水平；同时，随着居民生活秩序逐渐
恢复，外出消费活动稳步增加，实体店客流有所回
升，线下消费加快复苏，全年限额以上非免税实体
店零售额累计降幅收窄至0.9%。

——升级类商品消费需求旺盛，汽车消费
市场明显回暖。2020年，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
类、金银珠宝类及通讯器材类消费升级类商品
零售额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9%、102.8%和
11.0%，增速分别高于商品零售平均水平127.9
个、97.8个和 6个百分点；此外，在各种汽车消
费促进和补贴政策的刺激下，2020年，限额以
上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2.0%，汽车销
售市场的明显回暖对消费市场稳定复苏发挥了
重要支撑作用。

城乡市场逐季复苏，乡村市场恢复好于城镇；
商品零售高于同期，餐饮逐季改善……关于2020
年全省消费品市场运行亮点，海南还有很多；而关
于2021年消费考题，海南将通过自贸港特殊政策
和销售渠道，为国内消费者提供种类更多、价格更
低、品质更优的国际化商品和服务，吸引国人出境
消费回流，在吸引消费回流，促进国内大循环方面
起更大的作用。

（本报海口1月27日讯）

本报海口1月27日讯（记者邓
钰 通讯员杨光 吴凡）1月27日，海
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垦控股集团）在境外资本市
场成功发行3亿美元高级债券，期限
为3年，票面利率为3.0%，实现了海
南省属国有企业发行境外债券零的
突破，也开创了中国农垦企业国际资

本市场融资的先河。
据了解，在省委、省政府及相关

部门的大力指导和支持下，海垦控股
集团成功获得国际权威信用评级机
构穆迪“Baa2”和惠誉“BBB+”的信用
等级，前景展望均为稳定，是海南省
首个取得投资级国际评级的企业，获
得了通往国际资本市场的“通行证”，

被国际投资者高度认可，为该集团发
行首笔境外债券奠定良好信用基础。

作为海南省属国企首单境外债
券，该笔债券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境外
广大投资者青睐，仅在路演阶段便吸
引不同国家和地区逾100家机构投资
者的参与，其中包括国际知名的贝莱
德基金、圣淘沙基金、宏利人寿、日兴

资管、瑞银等高质量投资机构。1月
27日交易当天，认购超过11亿美元。

此笔境外债券的成功发行，是
境外投资者对海南自贸港建设前景
的高度认可，是海垦控股集团积极
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的重要体现，进一步打通了该集
团的境外融资渠道，为省属国有企

业探索境外融资提供标杆性借鉴经
验。业内人士表示，海垦控股集团
作为我省龙头国企，是海南自贸港
建设的中坚力量，也是我省企业发
展和经济建设成果的重要体现。该
笔境外债券的成功发行，进一步在
国际资本市场中树立了海南自贸港
的良好形象。

海垦控股集团成功发行3亿美元境外债券
系海南省属国有企业首次发行境外债券

◀上接A01版
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1件11人，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7人，起到震慑和警示作用。

与此同时，澄迈县着眼长远，编制《海南省
澄迈县花场湾红树林保护利用规划（2019-
2035年）》，科学规划未来16年红树林保护和
可持续利用。此外，澄迈大力推动围填海历史
遗留问题整治，制定盈滨内湾生态修复方案，积
极申报“蓝色海湾”生态修复工程，切实守护

“绿水青山”。
文章指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澄迈严格按照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的要求，完成红树湾项
目内9.69亩枯死红树林和红树林保护区92亩被填埋
鱼塘等区域的修复工作。

据悉，近年来，澄迈县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
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引进项目、发展产业的前提
和基础。过去3年，澄迈县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
定资产比重以平均每年约10个百分点的比例逐
年下降。澄迈县还积极推动产业规划与空间规划
的高度融合，依托港口和园区两大优势资源，着力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数字经济产业体系，加快构
建绿色产业体系。

真抓实改
实现多重效益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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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8 日中午，在儋州碧桂园雅
拉湖畔小区，“候鸟”老人董先生在家
中突发疾病，全身不能动弹，还呕吐不
止，情况紧急。所幸小区物业工作人
员在收到求助信息后，及时将其送医，
化险为夷。

每年冬天，都有数以万计的“候鸟”
老人像董先生一样，从外省来到海南“猫
冬”。能享受阳光和暖冬固然心情舒畅，
但对于上了年纪的“候鸟”老人来说，亲
朋好友不在身边，一旦碰到突发状况，仅
靠自己很难应付。如何服务好“候鸟”老
人，让他们安心“猫冬”？碧桂园以管家
式周到服务进行了探索。

“候鸟”老人独自生活担心
遭遇意外

来海南的“候鸟”老人都担心遭遇突
发疾病。去年12月中旬的一天，来自东
北的“候鸟”吴女士在陵水的家中洗漱
时，因为心脏病突发，倒在了洗手间里。

“一下子就晕过去，然后失去意识。”
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吴女士依然后怕不
已。她说，自己独自在陵水过冬，儿女都
在外地，当时要不是路过的邻居发现自
己倒地不起，后果不堪设想，“邻居打了
120，又陪我去了医院，直到晚上我女儿
赶到医院，邻居才得以回家。”

“年纪大了，大件的东西搬不动，身
体出了毛病连个送医院的人都找不到。”
在走访中，不少“候鸟”老人均表示，海南
气候宜人、风景秀丽，很适合受不了北方
寒冷天气的老年人“猫冬”。但离开子女
和亲朋好友，他们独自在海南生活，生活
上遇到的难题，要么自己想办法解决，要
么只能麻烦邻居。

“尤其是去年年初疫情期间，年轻人
都靠网购、社区团购解决生活所需，我们
年纪大了，搞不懂这些东西，日常生活都
成问题。”一位“候鸟”老人说。

碧桂园及时周到的高品质
物业服务受到青睐

遇到突发事件没有能力处理，突发
疾病无人照料，远离熟悉的城市生活略
显单调，离岛期间房屋照料成了难题
……对于在海南“猫冬”遇到过的难题，
很多“候鸟”老人都有切身体会。

在他们看来，作为“候鸟”老人聚集
地的海南，应该为这个特殊人群提供更
多周到和便利的服务。“尤其是我们日常
居住的小区，如果能提供更好的物业服
务，我们就会安心很多。”一位“候鸟”老
人表示。

“好的物业服务，对于‘候鸟’老人十
分重要。”对于高水平物业服务的重要

性，家住碧桂园美浪湾小区的“候鸟”老
人顾先生有着切身体会。去年11月21
日上午11时许，顾先生的老伴吉女士突
发脑梗，因为儿女都不在身边，他只得致
电小区管家罗明先求助。联系救护车、
送医、通知子女、办理入院手续、转院、对
接手术细节……从上午11时到次日凌
晨2时，罗明先前后忙活了整整15个小
时，直到与从外地赶来的顾先生家人完

成交接，他才离开医院。
“当时如果不是小区的管家帮忙，真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虽然事情已经过去
两个多月，但提起老伴突发疾病时，物业
工作人员提供的帮助，顾先生依然感动
不已，“除开这种重大突发情况，平常我
们不管碰到啥问题，只要发一个信息、打
一个电话，管家都会及时处理，在服务质
量和响应速度上，碧桂园的物业确实让

人很放心。”
住在碧桂园珊瑚宫殿的“候鸟”老人

徐先生对顾先生的观点十分认同。“去年
年初疫情期间，小区的工作人员帮我们
买菜、送药，让我那些住在其他小区的老
乡们十分羡慕。”据徐先生介绍，其所在
的珊瑚宫殿小区物业服务中心，不仅在
生活上对“候鸟”老人非常照顾，还想方
设法打造社群文化，丰富大家的业余生
活，“小区办了老年大学，组建了很多兴
趣社团，节假日还会有各种庆祝活动，不
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还拉近了左邻右
舍的关系。”

针对“候鸟”老人需求不断
提升服务水平

随着中国老龄化趋势加剧和海南人
居环境持续变好，“候鸟”老人已成为海
南岛冬季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候鸟’老人的需求，看起来有很
多，但其实归纳起来，无非就是两个方
面，一是生活上能得到照料，二是精神上
有所寄托，所以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围
绕这两个方面在做。”碧桂园服务海南区
域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省内的各个碧桂
园小区里，都生活着大量“候鸟”老人，为
此，他们花费了大量精力对老人们的需
求进行调研，并以此为依据不断优化服

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
“比如针对老人们的日常生活需

求，我们会安排管家定期家访；针对突
发意外，我们要求第一时间响应；针对
老人们的社交和业余文化需求，我们开
设各类兴趣社团；另外还会帮助离岛的
业主照料房屋、收快递、盯装修，只要业
主有需求，我们都会尽量满足。”该负责
人表示，长期周到、细致的服务，让很多
碧桂园小区的业主和物业工作人员都
处成了“家人”，所以业主有任何事情，
首先想到的都是物业员工，“我们提供
了好的服务，获得业主的认可，而这种
认可又倒过来勉励我们的员工持续为
业主提供更好的服务，就这样形成了一
个良性循环。”

“物业、社区是与‘候鸟’老人有直接
接触的，他们提供的服务如何，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老人们的生活品质。”在海口
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秘书长黄鸿儒看
来，服务好候鸟老人，要逐步完善公共服
务和配套设施，尤其是无障碍设施建设，
而更重要的是提升末端物业、社区的服
务水平，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
及安全保障，“在这个方面，碧桂园管家
式服务的经验和做法，对于更好地满足

‘候鸟’老人的各项需求，持续提升针对
‘候鸟’老人的服务水平，具有一定的借
鉴意义。”

突发疾病无人照料让“候鸟”老人忧心

我省部分小区推出管家式周到服务获赞

琼海碧桂园东海岸小区便民活动日现场。 薛东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