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8月20日集中整治行动以来

定安警方共出动警力290人次

警车60辆次

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990起
其中酒驾9起
超载5起

不戴安全头盔 169起
其他807起

定安警方开展夜查集中整治行动

警种联动 强化管控

本报讯（记者叶媛媛）海南日报记者从定安
县公安局获悉，日前，该局充分发挥多警种联合作
战优势，组织交警、巡特警、辖区内各派出所在全
县内常态化开展夜查集中整治行动。

整治行动期间，定安警方采取错时执勤、昼夜
巡查、定点蹲守、分散设卡等方式，在重点路段、重
点路口集中设卡布控，严查酒驾、醉驾等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坚决按照“发现一起，严处一起，教育一
起”原则，切实严管严查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
有效遏制涉酒交通事故的发生。

据悉，自8月20日集中整治行动以来，定安
警方共出动警力290人次，警车60辆次，查处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990起，其中酒驾9起、超载5起、
不戴安全头盔169起、其他807起，有效净化了辖
区道路交通环境，切实增强群众出行的安全感。

交通整治

作风建设

截至目前

定安共查摆出堵点问题73条

认领省“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办公室

交办问题线索21条

已整改32条

定安将“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
与“岗位大练兵”活动相结合

27个职能部门开展工作流程堵点整治

对504项政务服务事项梳理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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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叶媛媛

“小白菜3元一斤，白萝卜1.5元
一斤……”8月25日上午，定安县和
安农贸市场内，“菜篮子”平价供应摊
主陈桂莲正忙着给顾客陈女士称量菜
品。只见她在电子秤上操作飞快，不
到30秒，五六种瓜菜就结算完毕。陈
女士算了算，平均每种菜品称斤比非
平价供应摊便宜了近0.5元。

“这可不是一台普通的秤。”陈桂
莲指着面前的电子秤介绍，这台刚安
装的电子秤实际上是一台溯源智能电
子秤，它既有统计、结算等功能，又可
实现数据联网，秤上的每一笔交易都
将传输至省市相关部门管理平台，以

便对每日菜价进行监测。
“过去使用传统电子秤，商贩一

旦缺斤少两、抬高单价，消费者很难
辨别，现在有了这样的溯源秤，监管
加强了，价格稳定了，咱们老百姓买
菜也更省心了！”听完陈桂莲的介绍，
陈女士对溯源智能电子秤的运用竖
起了大拇指。

溯源智能电子秤的推广运用，只是
定安县推动平价蔬菜保供惠民行动的
一个缩影。定安县现代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林诚璧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目
前，定安已在县城各大农贸市场、多家
超市铺设65个菜篮子“平价摊位”和

“超市专区”，通过不断加大平价蔬菜市
场占比，让百姓享受到更多实惠。

“菜篮子平价摊位以供应蔬菜为
主，而超市专区不仅供应蔬菜，还会
提供平价猪肉。无论是农贸市场还
是超市，我们都要求每个平价摊位的
蔬菜价格要低于市场平均价格的
15%以上，猪肉价格低于市场平均价
格的5%以上。”林诚璧介绍，根据《平
价菜保供惠民行动“15+N”基本蔬菜
品种平均价考核办法》，享受补贴15
种基本蔬菜全省统一，而定安县指定
补贴的“N”种蔬菜品种主要为小白
菜和菜心。

为了鼓励更多人参与平价蔬菜
保供惠民行动，今年以来，定安还出
台了《“菜篮子”工程平价摊位资金补
贴方案》，对平价摊主及超市给予一

定补贴。
陈桂莲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仅今

年7月份，她就领到了1100元的补
贴。由于价格实惠，她的生意也比过
去更好。多重政策的保障，打消了不
少包括陈桂莲在内的摊贩顾虑。

根据统计，今年7月，定安“15+N”
种基本蔬菜累计均价为3.13元/斤，相
较2月份下降0.39元。其他品种蔬
菜价格稳中有降，当月均价为 2.84
元/斤。当月定安县平价蔬菜市场占
比为10.26%，实现第二季度平价菜
销量市场占比10%的目标任务。在
今年第二季度考核中，定安全县蔬菜
自给率超额完成省定目标任务，位居
全省第二。

定安县平价蔬菜保供惠民行动专
班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
数据表明，定安平价蔬菜保供惠民行
动已取得明显成效。同时，结合“查堵
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部署，该县目
前正以问题为导向，积极开展溯源智
能电子秤铺设工作的同时，创新探索
更多推动电子秤使用的补贴方案，建
立平价菜数据直采系统。

“下一步，我们还将加快推进常年
蔬菜基地大棚建设，补齐‘菜篮子’基
地基础设施短板，同时尝试通过‘市场
观察员’机制了解市场动态提出反馈
意见，以保障政策高质量落实，让发展
红利惠及更多百姓。”该负责人说。

（本报定城8月29日电）

定安稳步推进平价蔬菜保供惠民行动

把更多实惠装进百姓“菜篮子”

定安强化作风整顿建设

集体约谈 辣味十足
本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王琼紫）“部分

单位党的领导核心发挥不充分，履职尽责仍有不
足……”“一些单位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此类
问题没有在作风整顿建设中查摆出来，相关单位
要深刻反思……”日前，定安县委主要领导对6家
单位党组、两个镇党委开展约谈，“见人见事”点出
各单位存在问题，对整改提出明确要求。

定安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有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集体约谈是定安县委主要领导首次对接
受巡察的全部单位进行约谈，是定安县委巡察工
作的创新举措，同时也是拓展作风整顿建设成果
的动作之一，旨在层层压紧压实主体责任，防止整
改责任“虚化空转”。

“我们将这样的约谈分为前、中、后3个阶段
推进。约谈前整理约谈材料、对接谈话对象，约谈
中由县委主要领导直指问题‘痛’处、紧盯问题促
整改，约谈后梳理问题监督整改。”该负责人介绍，
通过“约谈+监督”的工作闭环，逐级传导整改压
力，给被巡察党组织拧紧巡察整改责任“发条”。

据悉，定安后续巡察整改监督会与作风整顿
建设工作相结合，实现巡察整改与作风整顿的双
向合力。定安县委巡察机构将紧盯问题整改落实
情况跟踪问效，督促将巡察整改落到实处。定安
县纪委监委、县委组织部将按照职责分工，强化整
改日常指导，运用定期报送整改材料、“机动式”抽
查整改成效等方式，对巡察整改跟踪问效，对整改
效果不明显、问题依然较多的单位依规依纪严肃
追责问责。

定安开展公共场所消杀工作

消除四害 不留死角
本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黄荣海）日前，

定安组织开展各公共场所“清洁定安·除四害”消
杀工作，清除病媒生物孳生地、控制病媒生物密
度，促使环境卫生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活动中，定安各镇、各社区和10个网格责任
区119个责任单位组织党员干部、群众，以背街小
巷、城中村等地的绿化带，房屋前后、墙角、垃圾
箱、下水道等为重点，及时清除各类垃圾、污水、卫
生死角等“四害”孳生场所。

为确保定安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取得实效，定
安县爱卫办还联合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市监局、
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到和安市场、安达市场、塔岭
农贸市场、餐饮店、单位食堂等点位，联合开展创
国卫病媒防制存在问题排查暨指导整改工作，确
保工作不留死角。

环境提升

定安纪委监委推进解决农村饮水难问题

压实责任 督促整改
本报讯（记者叶媛媛）日前，有媒体报道定安

部分村庄存在饮水难问题，定安县纪委监委高度
重视，并对有关单位负责人进行约谈提醒。

根据媒体报道，定城镇干湖村存在自来水管
网铺设完成并缴纳水表安装费近一年半却尚未通
水，定城镇龙岭村委会部分村庄自来水管铺设迟
迟未能完成等问题。定安县纪委监委随后约谈该
县水务中心和县自来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听取干
湖村及龙岭村委会自来水管铺设项目情况汇报。

定安县纪委监委要求，有关部门要将保障农
村供水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头等大事，把老
百姓的事当自家的事办，主动作为，加强工程管
理，完善工作制度，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同时，要结合“查堵点、破难题、促发
展”活动，尽快全面梳理全县饮水工程中存在的问
题，列出清单，逐一整改。

约谈提醒

干部深入一线查摆项目堵点。 定安县发改委供图

工作人员帮助群众办理社保业务。 张博 摄

定安县政务大厅窗口人员为群众办理业务。 程守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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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村道常年积水，定安县定城镇排坡村村民莫仁才过去
需要穿着水鞋出行。今年8月，他将此事向相关部门反映后，该
县水务、城投、定城镇等单位主要负责人立即到现场排查，组织
整改。没过多久，莫仁才的“烦恼”被顺利解决。

这是定安县开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的一个缩
影。近期，定安紧盯工作运转堵点、企业发展难点、项目审批节
点、群众办事痛点“四个重点”，推进各类问题一项项整改，建立起
以党史学习教育为抓手的“1+N”工作机制系统推进各项工作，转
变干部作风，提升行政效能，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越来越高。

挖机轰鸣，吊机林立……8月27日上
午，位于定安南丽湖片区的红太阳逸仙国
际康养城项目现场一片繁忙。

“项目进展顺利，多亏了定安县委、县政
府的大力支持。”海南红太阳现代服务业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娇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该项目是定安重点项目，今年3月13日正式
开工。可由于用水、用电及通信等问题没能
及时解决，导致项目进度一度被延后。

“前不久，定安县发改委主动为我们协
调相关职能部门，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姚
娇说，项目开工以来，定安县主要领导多次
率队到一线了解项目堵点难点，现场为企业
制定解决方案，“当地干部严实的作风、充沛
的干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我对项目
的发展信心十足。”姚娇补充说道。

查堵破难，把堵点找准、找实、找深是前
提。只有走出机关、走进基层、走近群众，方
能把好脉、问好诊、开好方，推动问题解决。

为此，从今年6月起，定安县级领导和
80家单位班子成员扑下身子，深入农村、
企业等一线，对标定安“十四五”发展规划，
通过自己找、他人提、对照先进找差距等方
式，对产业发展、政策落地、项目建设、民生
实事、作风能力等多个领域查摆堵点，推动
了一批问题整改解决。

比如，定安县社保中心推出“领导坐班
制”，由班子成员轮流“坐镇”窗口一线，为
群众解决各类“疑难杂症”；定安县行政审
批服务局在政务大厅增设“找茬窗口”，为
群众搭建诉求平台，让企业提意见，推动服
务流程更高效。

发现堵点破难题，真抓实改是关键。
为了让办事效率更高、群众跑腿更少，

定安县税务局推进办税“便利化改革”，对
符合条件的当场确认“一照一码”信息、当
场核定票种信息、当场申领发票，事项办理
总时长比以往缩短了75%。

定安县发改委则从制度入手，通过梳
理项目建设环节的常见难点、盲点，成立项
目推进专班推进解决，创新“对接洽谈—签
约落地—开工建设—建成投产”全流程项
目管理机制和项目建设“红黄黑”挂旗管理
机制，倒逼项目加速推进。

“查堵破难，不光要对症下药、解决问
题，更要查根溯源、标本兼治，做到破解一
个问题、锻炼一批干部、形成一套机制。”定
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月鑫介绍。

以农民工欠薪案件为例，定安县人社

局劳动就业管理室负责人林旭告诉记者，
这类问题通常具有相似特点，群众诉求强
烈，但普遍涉及面广、情况复杂，难以根治。

近两个月来，该局针对欠薪问题时有
发生、部分工程项目屡清屡欠、欠薪隐患难
防等堵点难点，创新建立起根治欠薪包案
制度，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包案”的原
则，将各行业主管部门纳入责任范围，由部
门“一把手”作为包案第一责任人，部门协
作联防联控。

“同时，我们与多部门形成联动机制，
在打击恶意欠薪的同时，加大排查化解、快
查快处、追责问责力度，推动长效机制形
成，在保护农民工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为定
安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市场环境。”林旭
介绍，截至8月15日，定安已借助根治欠
薪包案制度，快速解决欠薪案件28宗。

转变作风 急难愁盼迎刃解

真抓实干 标本兼治破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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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有居民反映，定城镇潭榄溪周
边部分木质凉亭质量堪忧，存在安全隐患。
随后，定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居民反映

的问题立即给予整改。如今，修葺
一新的凉亭已经重新开放；

定安县侨联通过自查堵
点，联合多部门投入16万元
为富文镇金鸡岭居18队修
建饮水项目，解决了当地
群众长期困扰的饮水难
题……

通过将“查堵点、破难
题、促发展”与“我为群众办
实事”活动相结合，定安正努
力变“群众找我办事”为“我

为群众办事”，不断解决
群众的“急难愁盼”，让
越来越多的“实事清
单”变成实实在在的
“惠民答卷”。

与此同时，定安县委建立“1+N”协同
推进工作机制，由定安县委组织部统筹县
纪委监委、宣传、政法等部门，以党史学习
教育为抓手，有机融合作风整顿建设、“查
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优化营商环
境、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等多项活动，通过力
量整合、措施联合，打破部门壁垒，推动各
个活动成效走深走实。

“当前，我们已联合各活动牵头部门组
建督察专班，下一步将深入一线抓好各项
任务落实，系统推进各项工作迈上新台
阶。”定安县委组织部一级科员林森说。

此外，定安还将“查堵点、破难题、促发
展”与持续开展的“岗位大练兵”活动相结
合，27个职能部门开展工作流程堵点整
治，对504项政务服务事项梳理优化。

定安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定安高度
重视“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开展，
将进一步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
加强“争一流、创一流”干部队伍建设，在转

变干部作风上不断出真招、
求实效，推动各项工作

走深走实，推动定安
高质量发展，为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全面融入
“海澄文定”综
合经济圈贡献定
安力量。

（本报定城8
月2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