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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辣现场
职能部门直面群众“急难愁
盼”，推动问题加速解决

6月 2日，海南日报推出监督报
道《房租支付互推诿“踢球游戏”损
民利》，并配发评论《岂能部门扯皮群
众买单》，打响了《海报监督》专栏的

“头炮”。
开篇即选取一起侵害群众利益、

干部不担当不作为的典型案例，曝光
了海口市演丰镇政府和海口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之间由于“租金谁付”争议不
决，致使群众被拖欠铺面租金超5年、
累计30余万元。报道引起了相关部
门的高度重视，多方协调之下，数日内
群众就陆续收到了应得租金。

紧接着，海南日报打出舆论监督
“组合拳”。除《海报监督》栏目外，
还开设《民生关注》栏目、《灯笼椒》
评论栏目，以及《深读·新闻调查》等
栏目和版面，以消息、通讯、评论、深
度报道等形式，聚焦民众反映的热
点、堵点、难点问题，通过舆论监督
推动各级各方面不断转变作风、改
进工作、优化发展环境，促进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自贸港建设各项
工作落到实处。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也开设《作风
整顿建设面对面》电视专栏，访谈各市
县、各部门的领导干部。栏目已邀请
万宁市委书记贺敬平，省自然资源和
规划厅党组书记、厅长丁式江，文昌市
委书记钟鸣明和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
组书记、主任周长强4位嘉宾，谈推进
作风整顿建设的做法和成效，也谈存
在的问题和下一步打算。

此外，各市县也积极“牵手”媒体，

深挖群众爆料，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推
动重点工作的进展，加快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

如万宁的《万宁请您来投诉》栏
目，从7月开始，每月一期，每期聚焦
两个选题。“我们的线索来自12345热
线、‘四议两公开’中群众反映的问题
和‘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发现的情况。”
万宁市融媒体中心采编部主任翁世武
介绍。

三亚的《责任面对面》栏目，在8
月5日首播的节目中，就抛出《部门之
间存死角 匠心路变“堵心路”》《半年
投诉 550 余件 摩托艇行业谁来规
范？》《充电桩难进小区“能源新政”打
折扣》等5个短片，涉及交通出行、旅
游管理等不同领域。

“线索一方面是从市民爆料的微
信群中获取，一方面是市纪委监委和
12345热线移交给我们的，选取三亚
市民最为关心的话题进行监督。”三
亚传媒影视集团电视部副总监李栋
梁说。

还有定安的问政类栏目《作风建
设进行时》。“我们的栏目围绕曝光什
么、怎么问、怎么改等三个方面，聚焦
人民群众所忧、所急、所盼，将舆论
监督与各项工作有机结合，推动问题
真正落实解决。”定安县纪委书记赵
志刚说。

在琼海等市县，当地融媒体中心
还在新闻App和新闻网站上开设《文
明随手拍》栏目，通过线上线下互动，
让市民畅所欲言反馈民生问题。

■ 韩慧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非常重

视，强调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自海南开展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以来，各市县、部门注重

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纷纷“牵手”新闻媒体，搭建平台、开

设专栏，刀刃向内亮“家丑”，直面问题不护短，体现出以

舆论监督促进作风改善，推动工作落实的坚定决心和鲜

明态度。
群众反映强烈的堵点、难点，不但与群众切身利

益息息相关，也是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中梗阻”。一

些问题久拖不决，一被监督就得到解决，这从很大程

度上说明了，并非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缺乏解

决问题的决心。一些领导干部责任心缺失，作风

漂浮，对群众利益冷漠麻木，对群众呼声充耳不

闻，是导致堵点多发、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

舆论监督就像啄木鸟给树木“看病”，“啄”出

党委政府明令禁止、明显违法违规、违背公序良

俗、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典型性案例，使党和政

府掌握实际情况，了解群众诉求，找准问题症结，

提高解决问题的针对性，让工作流程畅通起

来。实践证明，哪里曝光及

时、监督有力，改作风、做工作就容易打开新局面、取

得新突破；反之，如果只有表扬、回避问题，难免助长

实功虚做的风气，使问题越积越多。

社会善治离不开舆论监督。但是在现实中，一些

领导干部仍然对舆论监督认识不足，嘴上说着欢迎，

内心却很抵触。有的把舆论监督当成“洪水猛兽”，

“不怕内部通报，就怕公开见报”，面对媒体采访能躲

则躲、能推则推，实在躲不掉推不掉，则“打太极”“踢

皮球”；有的则错把没有发现问题当成没有问题，鸵鸟

心态浓重，不但无益于问题解决，反而会养痈遗患。

牢牢把握历史机遇，加快推进自贸港各项政策落

地生效，要善于利用舆论监督进行自我加压，敢于迎着

问题上。各级领导干部要涵养应对舆论监督的心胸和

勇气、水平和能力，以闻过则喜的态度广开言路，对发

现的问题立行立改，以解决问题的成效树立政府

权威，赢取群众信任。同时举一反三、创

新方法，形成常态化制度，推进

各项工作走深走实。

为什么路灯不亮
这件小事，却让居民
堵心了这么长时间？

30余万元铺面租
金无人支付，到底哪
个环节出了问题？

……
类似的问题，正

被我省各地媒体不断
抛出。今年来，海南
全省开展作风整顿建
设年和“查堵点、破难
题、促发展”活动，为
强化活动成效，我省
各地充分发挥媒体的
“啄木鸟”作用，通过
舆论监督促进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各项工作
落到实处。

省委书记沈晓明
表示，要加强舆论监
督，聚焦中央决策部
署和省委工作安排的
贯彻落实，以及人民
群众和市场主体反映
突出的热点难点问
题，把握正确导向，扩
大监督成效。

在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上，在推
动中央和省委、省政
府各项决策部署落地
上，舆论监督是如何
发挥作用的？

如今，全省各地开设的舆论监
督栏目，不仅听民声、晓民意、察民
情，也正倒逼有关部门主动作为，帮
助干部转作风，在群众和政府间搭
起一座座“连心桥”。

8月 27日，《万宁请您来投
诉》栏目记者再次回访万宁市
万城镇武丁东街，受访群众
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非常
感谢电视台能及时关注到
我们老百姓身边的小事
情，让我们的生活更加顺
心。”居民黄斌面对电视镜
头开心地说道。

“我们的节目必须以三亚
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为出

发点，聚焦解决他们关注的问
题。”付超表示，《责任面对面》首期
节目播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老
百姓看到了舆论监督的效果，很多
人立即留言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民生
问题线索。”

多次参与海南日报《海报监督》
栏目报道的记者肖开刚认为，党报
在舆论监督上积极占据主阵地，
发出最强音，可以树立舆论监
督的正确导向。

琼海市文明办主任张新
颖切实体会到了舆论监督
的力量。令他印象深刻的
是，媒体调查曝光了琼海市
嘉积镇南门市场的临时蔬菜
批发市场，存在占道经营、噪

声污染、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
诸多问题。琼海市委、市政府非
常重视，将临时蔬菜批发市场整
体迁往新的市场，同时，琼海市综
合执法部门也及时加强后续管
理，“现在南门市场的环境和秩序
持续好转，附近居民好评的声音
特别多。”

“电视问政等舆论监督栏目是
倒逼政府部门转变工作作风，提升
服务能力，优化海南自由贸易港营
商环境的助推器。”在海南大学法学
院教授熊勇先看来，舆论监督不仅
有助于反映社情民意，搭建民众与
政府沟通的桥梁，还有助于政府部
门了解工作短板，有针对性地改善
工作作风，不断提升政务服务的意
识和水平。

（本报海口9月7日讯）

“居民们天天盼着解决的事，
却在相关部门的程序办理中，得到
了不负责任的回应，路灯黑，群众
的心里怎么能亮呢？”

“一条路都点不亮，又如何能
点亮老百姓心里的那盏灯呢？”

“为什么路灯不亮，这么一件
小小的事情，却让附近的居民堵心
了这么长时间？”

8月5日，三亚广播电视台《责
任面对面》栏目现场，面对三亚市
天涯区匠心路常年路灯不亮的问
题，主持人犀利提问接连不断，同
时还播放了记者调查拍摄的视频。

参加节目录制的三亚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局长黎觉行现场表
态：“我代表市住建局向全体市民
道歉。”

三亚市天涯区副区长倪少良
直言不讳：“短片曝光的案例中，天
涯区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呈现出的
消极态度，是典型官僚主义和推诿
不作为的表现。”

节目播出后不到一周，匠心路
的路灯终于亮了起来。“老百姓夜
晚出行变得安全了，我们感到很欣
慰。”三亚传媒影视集团电视部副
总监付超在实地走访后说。

“既要通过‘辣味现场’清‘政
风’，又要通过‘立说立改’鼓励‘敢
担当’，真正让问政实现闭环、收获
实效。”付超认为，将群众反映的问
题原汁原味地展现在相关单位面
前，更有助于推动问题的解决。

在万宁市万城镇武丁东街，排
水沟长期堵塞，群众多次反映无
果。8月20日，万宁市广播电视台
针对此问题，进行《万宁请您来投
诉》栏目录制。当天，主办方才通
知万城镇政府、万宁市环卫园林局
和万宁市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到现场参加录制。

“我们的节目，在播出之前是
完全保密的。涉及的单位和部门
负责人没有任何准备，他们都是在
现场直面问题，回应关切，接受公
众和社会的监督。”《万宁请您来投
诉》栏目策划人、万宁市纪委监委
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陈贝萍介绍。

“10天之内解决排污管道堵
塞的问题。”接受监督问政的相关
人员，当场给出了解决时间表。

“希望他们回去以后抓紧时间
排查问题，分析原因，尽快落实，也
希望越来越多的干部能够深入基
层，把群众的呼声作为作风建设的
第一信号。”陈贝萍说。

以舆论利器破除发展积弊

广纳谏言
各地媒体增开渠道创新形式，打出舆论监督“组合拳”

监督合力
纪检监察部门“牵手”媒体，接棒监督整改成效

多个市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新闻媒体舆论监督要做的不只是
让领导干部红红脸、出出汗这么简单，
而是希望用最直观的方式，推进工作
落实，解决热点难点问题，倒逼领导干
部担当作为。

“经过媒体曝光的，我们会直接约
谈相关部门，涉及敏感的，我们会转为
案件线索进行跟踪查办。”定安县纪委
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邝伟表示。

7月5日，《作风建设进行时》栏目
曝光了定安县定城镇南珠村、龙岭村
因未通自来水，致村民饮水难的问

题。节目播出后，定安县纪委监
委立即约谈了定安县自

来水公司和定
安 县

水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就村民饮水问
题进行详细调查，指出各单位存在的
问题，对整改提出了明确要求。相关
职能部门立即行动，最终解决了两个
村的饮水难题。

市县纪检监察部门与媒体的强强
联合，形成了党内监督与媒体监督、群
众监督的合力。

“我们希望更多地查找问题，让更
多的群众参与到媒体舆论监督当中，
市纪委监委制定相关的整改跟踪机
制，对逾期整改不到位的单位启动问
责。”三亚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主任何子奇表示。

在万宁，当地纪检监察部门也建
立了投诉问题整改的台账，跟踪督办
媒体曝光案例的整改落实情况。“上一
期节目曝光的问题，在下一期就要有

回应，要件件有整改、件件有落
实。”陈贝萍表示。

连心之桥
搭建民众与政府沟通的桥梁，
不断优化自贸港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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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之刃
■ 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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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广播电视台问
政类栏目《责任面对面》录
制现场。 受访对象供图

⬆海南日报《海报监
督》专栏记者的新闻调查现
场。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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