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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为民办实事

海南法院第二批
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召开

打造一流法院队伍
重塑法院司法形象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崔善红）8月18日，省高院召开海南法院第二批
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书面传达中央、省委和
最高法院有关会议精神，强调全省法院要坚持“高
真细实稳新”要求，把握工作重点，聚焦突出问题，
确保教育整顿取得实效。

会议指出，开展第二批队伍教育整顿，是立足
省级以上政法机关的职责定位，确保党中央决策
部署不折不扣落实的必然要求，是为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的必然要求，是重塑
海南法院司法形象，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必然要
求。要深刻把握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重大
意义，充分认识开展队伍教育整顿的必要性，提升
主动参与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刮骨疗毒，自我
革命，打造一流的海南法院队伍，更好肩负起为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的重担。

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省级法院的规律特点，
紧扣突出政治建设、表率作用和建章立制“三个突
出”和筑牢政治忠诚、清除害群之马、整治顽瘴痼
疾和弘扬英模精神“四项任务”抓好深化落实，增
强第二批教育整顿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聚焦筑
牢政治忠诚，着力推进政治机关建设。要聚焦清
除害群之马，维护法院队伍肌体健康。聚焦整治
顽瘴痼疾，着力破解堵点难题。要聚焦推进建章
立制，着力以制度保障教育整顿成果。

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凤超出席会议并作
动员讲话。

全省第二批公安队伍
教育整顿全面启动
强化源头治理 清除顽瘴痼疾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陈
炜森 蒋升）8月18日，全省第二批公安队伍教育
整顿动员部署会在海口召开。会议强调，全省各
级公安机关要全面落实中央、省委、公安部党委关
于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要求，以最鲜明、最
坚决的态度，以最精准、最有力的举措扎实推进第
二批教育整顿。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突出政治建
设、突出表率作用、突出建章立制，紧扣筑牢政治
忠诚、清除害群之马、整治顽瘴痼疾、弘扬英模精
神“四项任务”，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查纠整改、总
结提升“三个环节”，确保教育整顿有序深入开
展。要强化源头治理，坚决清除顽瘴痼疾。要突
出学习教育的针对性，着力解决“政治不过硬”“执
法不严、不公、不廉”“不担当、不作为”“业务不精
通、能力不适应”等问题。要以自查自纠为切入
点，勇于修正错误。要以组织查处为突破口，多渠
道获取问题线索，开展大排查、大起底。要以专项
整治为关键点，加大纪律作风整顿力度，对顶风违
纪违法的一律从严查办处理。要进一步健全正风
肃纪长效机制、执法司法制约监督机制、素质能力
提升机制、交流轮岗机制，着力破解教育整顿中暴
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要紧扣群众满意这个根本
标准、执法规范化这个关键环节、常治长效这个重
要目标，切实把教育整顿的重心和关键放在解决
实际问题上，着力巩固提升教育整顿的实践成果、
制度成果和理论成果。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闫希军出席会议并
讲话。

海南检察机关部署开展
公益诉讼质量提升年专项活动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杨
帆）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署要求，日前，省检
察院召开全省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推进会，决定
在全省检察机关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为民办实
事 破解老大难”公益诉讼质量提升年专项活动。

此次专项行动持续至2022年7月31日，旨在
通过办理党委政府高度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硬骨头”案件，积极破解公益保护老大难问题，提
升公益保护质效，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近期，省检察院已组织人员对中央环保督察、
国家海洋督察及省生态环境保护百日大督察、森林
违法图斑督察等发现问题进行了梳理，并将部分重
点问题作为线索向各检察院进行交办。

省检察院要求，在专项监督中，要持续围绕水
资源保护、省级自然保护区保护、生态红线保护办
理案件，推动解决海水污染、城市黑臭水体、固体废
物处置、尾矿污染、野生动物保护等生态环境突出
问题。要聚焦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
加强对药品、保健食品、速冻食品、校园周边、农贸
市场、网络餐饮平台等方面突出问题的监督。要聚
焦服务保障乡村振兴，重点监督解决农业面源污
染、农村食品药品安全、农用地毁损、助农项目资金
和补贴流失等问题。要聚焦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积极稳妥办理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旅游消费等领
域的公益诉讼案件，探索检察公益诉讼参与防范化
解走私风险、构筑反走私屏障的途径和方法。

省检察院检察长张毅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报三亚8月18日电（记者黄媛
艳）海南日报记者8月17日从三亚市
委获悉，三亚探索建立“六定”联动督
导机制，即定人、定线、定时、定事、定
量、定效联动督导，统筹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作风整顿建设年、“查堵点、破难
题、促发展”、制度建设年等4个专项
联动督导工作。

“六定”联动督导机制实施以来，

三亚全市区级专项督导活动效果提升
尤为明显，区级督导次数由20次精减
至5次，降幅达75%。在减轻基层迎
检负担的同时，有效推动重点工作开
展，普惠民生。

城市的街道、背街小巷、公园等地
建成后的园林，到底是谁来管？为切
实处理城市园林管养工作多头管理、
多头都不管的难题，三亚市制度建设

年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运用联动
督导机制，指定工作任务、指定责任单
位、指定完成时限，果敢提级调度，靶
向推动该类责任边界不清、交叉混乱
等问题解决。7月16日，三亚市住房
城乡建设局制定印发了《三亚市认建
认养管理办法》，与认养管理单位按照
管理办法签订协议，提高管养质量，避
免认建后无人管养情况发生。

这只是联动督导机制推动问题解
决的一个缩影。当前，三亚成立了4个
专项办公室。在工作中，如需被督导的

单位进行汇报，4个专项办公室一般采
取“六定”联动督导机制集中开展工
作。一是定人，即4个专项办公室指定
一名联络员，负责督导信息收集、上传
下达等日常联络工作，实现信息共建共
享共用；二是定线，即4个专项办公室建
立“线上+线下”双线沟通平台，方便及
时共享交流督导工作信息；三是定时，
即4个专项办公室固定于每周五列出
下周督导计划，为开展联合督导找准合
适切入时机；四是定事，即开展联合督
导工作前，各专项办公室协商制定督导

方案，其中督导事项不得作临时追加调
整；五是定量，即各专项办公室应合理
控制督导次数，1个月内不得重复督导
同一家单位；六是定效，联合督导结束
后，各专项办公室及时形成各自督导成
果，以阅件等形式进行共享。

三亚市有关负责人表示，三亚着
力加强作风建设，通过探索建立“六
定”联动督导机制，在为基层减负的同
时，有效推动一批百姓和企业关心的
堵点、痛点问题解决，进一步加强城市
治理、优化营商环境、服务改善民生。

三亚探索建立“六定”联动督导机制

为基层减负 将堵点疏通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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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8月17日12时-8月18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8

6

5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0

14

15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 魏燕

抓住重点带动面上工作，是唯物
辩证法的要求，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建
设、改革进程中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方
法。海南开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
展”活动，关键是要坚持“重点论”、抓
好“牛鼻子”，通过一个个堵点、难题的
解决，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畅通一个
流程，化解一批矛盾，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自贸港的发展。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群众的

一桩桩“小事”，是构成国家、集体“大
事”的“细胞”，小的“细胞”健康，大的

“肌体”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所以，
查堵破难抓重点，既要抓事关海南发
展、日积月累的老症结、大问题；也要
抓关系百姓切身利益，急盼解决的新
问题、“小事情”。然而，实际工作中，
一些地方和单位在查堵破难时，却出
现了避重就轻的倾向和苗头，将简单
的问题或日常性的问题当成堵点、难
题，例如，有地方把“某些道路宣传推
广力度不够、品牌知名度不高、影响力
有限”“乡村振兴工作队驻村生活物品
需要帮助解决”等当成堵点，有单位把

“上班纪律不严、存在迟到早退现象”

“乡镇文化室电压过低无法正常办公”
等当成难题，回避人民群众和市场主
体反映强烈的重点问题、疑难杂症、关
键“小事”，或者就事论事，不能系统性
解决问题，让查堵破难浮于表面，流于
形式，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查堵破难避重就轻，有的是因为
“不想”——没有充分认识到开展“查堵
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对开展活动缺乏积极性主动性，
存在慵懒散漫、得过且过的心态，认为
查了也白查，随便拿些鸡毛蒜皮的小问
题来应付；有的是因为“不敢”——“轻”
的易查、“重”的难改，真正的堵点、难
题，涉及面广、牵扯关系多、协调难度

大，查出来了不一定有办法解决，难以
向上级领导和人民群众交代；有的是因
为“不愿”——查堵点、破难题，往往需
要深入基层一线认真调研，才能找到问
题的症结所在，有些人不愿意走出办公
室、走出舒适区，就以“轻”代“重”、以

“轻”遮“重”，敷衍了事。
不管是“不想”“不敢”还是“不

愿”，说到底，反映的都是作风问题，是
不负责任、不敢担当的表现。查堵破
难若避重就轻、绕开病灶，只会让重点
问题、要害问题、突出问题被掩盖，让

“查堵点”流于形式，“破难题”变成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即使查出来的“堵
点”“难题”再多，也只是表面热闹，不

能解决实际问题，还会让群众认为活
动是在“走形式”，失去参与的热情，损
害政府的威信。

春秋时期，蔡桓公讳疾忌医，结果
病重而亡；三国时期，关羽主动“刮骨
疗伤”，最终毒血涤尽。开展“查堵点、
破难题、促发展”活动，要多些“刮骨疗
伤”的勇气，大胆解放思想，敢于刀刃
向内、突破常规、自我革命，从实际出
发，从市场主体和群众感受最直接、反
映最强烈的问题改起，聚焦重点、抓住
关键、强化落实，以抓铁有痕、踏石留
印的精神推动活动向纵深开展，让市
场主体和群众满意，推动海南营商环
境再上新台阶。

查堵破难不能避重就轻
——深入开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系列谈③

■ 本报记者 郭萃 特约记者 刘伟

“多亏了派出所民警及时帮我们
解决了孙女居住证的问题，才没有影
响到孩子上学。”近日，在海口市公安
局龙华分局城西派出所，拿到居住证
的城西镇居民吴先生紧紧握着民警
李本聪的手连声感谢。

今年秋季学期，吴先生的孙女吴
某潼即将入读小学，然而家人帮她申
请小学学位时却遇到了难题。

“我们的户籍不在海口，在提交
材料时，必须有居住证，否则孙女就
没办法入学。”吴先生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他们已经在城西镇山高村生活
了20多年，在村里也有自建房，“孩
子的父母都有居住证，却没有给孩子
办理。”

于是，吴先生来到城西派出所向
民警寻求帮助。李本聪介绍，通过查
询“一标三实”系统发现，系统内未录
有吴某潼的居住信息，无法进行社区

登记同步，所以孩子的入学申请没有
通过审核。

“按照正常流程，办理居住证需
要提前半年时间登记，期满后才可办
理。”李本聪介绍，由于居住证的办理
会影响到孩子能否顺利入学，城西派
出所决定特事特办。

了解了吴先生的情况后，当天李

本聪便来到山高村实地走访了解情
况，“我们上门核实了吴某潼的家庭
居住情况，同时跟村委会确认他们一
家人是否在此长期居住。”

经核查情况属实，于是城西派出
所按照“绿色通道”办证流程，短短一
周内就为吴某潼办好了居住证，及时
帮助她解决了入学申请难题。

“许多市民群众并不知道办理居
住证需要登记满半年后才能领取，不
少家长都曾因为孩子居住证的事情
而着急。”李本聪说，为了切实帮助群
众办实事，该所落实相关部门要求，
开设了“绿色通道”，帮助符合条件且
急需办理居住证的群众解决困难。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

海口城西派出所开通绿色通道，及时为群众办理居住证

入学申请缺一证 特事特办解民忧

新学期临近，海南凤凰新华出
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与教材承印
企业紧密配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饱满的工作激情，提前谋划、
主动担当，科学调度、统筹发运，保
障2021年秋季中小学教材“课前
到书”。

截至8月17日，全省教材收书
率达81.59%，剩余教材正在紧锣密
鼓地印制中。预计8月25日左右，
我省中小学教材可全部入库到物流
配送中心，入库教材将随到随发，确
保开学前将教材分发到校。

图为8月18日，印刷厂质检人
员在检查教材印刷质量。

本报记者 袁琛
实习生 廖浩晟 文/图

“课前到书”
不耽搁

本报三亚 8月 18日电（记者李
艳玫 通讯员黄毅）海南日报记者8
月 18 日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三亚
市妇女儿童医院（以下简称三亚市
妇幼保健院）获悉，该院日前成功为
一名先天性心脏病（以下简称先心
病）患儿实施手术，目前患儿已出
院，情况稳定。

符先生的儿子7月20日在三亚
市妇幼保健院出生，但他还没来得及
体会初为人父的喜悦，孩子就因出生
后出现气促、呻吟、呼吸困难等状况
被转入新生儿监护室救治。“当时听
到孩子的病情后，感觉一下子崩溃
了。”符先生说，经过专家会诊，他儿

子患的是一种复杂型先心病，情况紧
急，必须马上接受手术。

万幸的是，这项高难度的心脏手
术在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即可完成。

近年来，依托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优质的医疗资源，三亚市妇幼保健院
陆续开展了小儿先心病超声诊断、重
症监护、麻醉管理、手术指导等相关
培训，在持续不断引入上海优秀专家

团队的同时，着力培养组建本地的医
疗团队，让海南的先心病患儿不用出
岛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在与三亚市妇幼保健院院长陆
兆辉及孩子家长沟通了解患儿情况
后，当时驻点该院的上海儿童医学中
心主任王顺民团队马上制定了救治
方案。7月22日，耗时4个小时，该团
队为孩子成功施行了“完全肺静脉异

位引流矫正+房间隔缺损修补+动脉
导管结扎”手术。术后，符先生的孩
子恢复情况良好，病情逐渐稳定。

包括这一病例在内，自2019年至
今，三亚市妇幼保健院联合上海专家
已成功完成87例先心病患儿救治手
术。其中，74例被纳入省市民生项目
免费救治，另有2例在医院的帮助下
获得社会救助，还有2例获得爱佑慈

善基金会救助。
如今，在小儿先心病治疗方面，

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已建立起从筛查
到诊断、治疗、随访等为一体的健康
管理服务体系。该院儿童重症医学
科主任赵丽介绍，随着沪琼合作加
深，医院的整体医疗服务能力得到一
定程度的提高，像符先生一样受益的
家庭越来越多。

依托优质医疗资源，三亚市妇幼保健院2019年至今已救治87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急病就近可医 群众直接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