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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本报海口9月10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林明洋）9月 10日，新海南客户端、南海
网、南国都市报策划推出《海南“浪尖上的小
学”》原创条漫，讲述52年前，海上流动小学（现陵
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渔民小学）老师渔船上办学
的故事。条漫推出后，微博、微信、头条等平台阅
读量超10万。

⬆扫码看条漫

⬅条漫《海南“浪
尖上的小学”》

本报海口9月10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周娟）9月10日，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
国都市报联合海南省教育厅推出教师节主题MV
《听我说谢谢你》，感念师恩，温暖开唱。视频一经
推出，就获得了广大网友的关注，截至9月10日
18时，该视频累计点击量超30万+人次。

扫码看教师
节主题MV《听
我说谢谢你》

三亚市委原常委、秘书长、
政法委书记陈小亚
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本报海口9月10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庄永孝）日前，经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对三亚市
委原常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陈小亚严重违纪违
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陈小亚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反
廉洁纪律，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在工程项目承揽、企业经营、行政审批、土地置
换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陈小亚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坍塌，背
弃初心使命，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私欲膨胀，
既想当官又想发财，将公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
具，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
情节严重，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
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陈小亚
开除党籍处分；由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
止其三亚市第七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
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
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 张成林

服务为民，当急群众之所急，尤
其是住房问题，直接关乎群众冷暖，
更是拖延不得。可临高大坡小区保
障房项目竟然一拖就是9年，975套
保障房牵涉了多少人的安居梦，无
限拖延中，又寒了多少百姓心。保
障房不保障，民生工程失民心，该案
例是一次深刻的教训，应引起相关
方深入反思。

保障性住房，关键在“保障”两
字，这不仅是困难群众的希望，更
是政府对百姓的承诺。试想，如果
连“保障”二字都无法做到，又何谈

“为民着想”，又如何让群众信服？
社会发展中，如何对待弱势群体，
检验着治理的温度。对保障性住
房，这一涉及困难群众的生存问
题，尚且漠不关心、轻慢以待，又如
何凸显温度、彰显人文关怀？项目
一拖9年，损害的不仅是群众利益，

更是政府的形象及公信力。建房
可以再加速，公信力的修复却非朝
夕之功。

当然，住房问题系统复杂，推
进中难免出现难题。但是，让人不
解的是，难题再难，何至于一拖 9
年？拖这么长时间，其中的梗阻、
症结总该向公众及时说明吧，可是
并不见相关部门主动作出解释，反
而将交房日期一拖再拖。如果承
建方出了问题，为何不及时沟通协

调，尽早将难题解决？所以说，并
不是项目推进有多难，归根结底，
是相关部门散漫拖延、不作为，没
把项目太当回事，这是政绩观出了
问题。

为民办实事，必须尽心尽力、落
实落细。扶危济困、为民服务，不能
仅停留于嘴上、报告中，而要落实到
行动上。民生工程牵涉面广，需要
大量投入，不能推出来就了事，还要
做好跟踪监督，及时查进度、看效

果；碰见堵点、遇到问题，则要主动
协调沟通，确保稳步推进，如此才是
有为之举。如果只图自己方便，对
推进情况不管不问，对堵点难点视
而不见，好事难免变成闹心事，招致
群众的怨言。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目前，该
项目建设引起重视，正加快进度。
我们期待，相关方能从中汲取教训，
做到“言必信，行必果”，更加信守自
己的承诺，给群众以满意的答复。

别让拖延寒了群众心

临高大坡小区保障房项目2012年开工，原定2年内竣工却一拖再拖

975套保障房为何9年建不好

灯笼椒

⬆9月8日，临高县临城镇大坡小
区，廉租房（一期）楼体外有多处黑色
污渍。

⬅廉租房楼体后面杂草丛生。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易宗平 摄

《海南“浪尖上的小学”》
条漫阅读量超10万

海报监督海报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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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

教师节主题MV
《听我说谢谢你》受好评

专题 值班主任：张苏民 主编：蔡佳倩 美编：张昕

按 照《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GB3095-2012）及修改单、《环境空
气 质 量 评 价 技 术 规 范（试 行）》
（HJ663-2013）和《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排名技术规定》（环办监测〔2018〕
19号）等评价，2021年8月，全省（含
三沙市）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优良，优良
天数比例为100%，其中，优级天数比

例为99.5%，良级天数比例为0.5%，
无轻度及以上污染天。

环境空气质量排名靠前的市县分
别是白沙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

县和五指山市，排名靠后的市县分别
是儋州市、昌江黎族自治县和海口
市。2021年8月全省19个市县环境
空气质量排名如右：

2021年8月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8 月地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水质状况：全省 3个地级市开展
监测的 9 个在用城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均达到或优于国家
Ⅲ 类标准，达标率为 100%。（备
注：饮用水水源为原水，居民饮用

水为末梢水，水源水经自来水厂净
化处理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的要求后，进入居民供水系统

作为饮用水。）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1年9月6日

2021年8月地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1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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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名称

白沙黎族自治县

乐东黎族自治县

五指山市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三沙市

澄迈县

琼海市

东方市

屯昌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

环境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

1.079

1.154

1.156

1.179

1.185

1.230

1.245

1.250

1.252

1.259

排名

11

12

13

13

15

16

17

18

19

/

市县名称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三亚市

万宁市

定安县

文昌市

临高县

海口市

昌江黎族自治县

儋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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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指数

1.266

1.278

1.282

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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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第一届自贸港技能大赛
—核特有职业技能大赛在海南核电有限
公司报告厅闭幕。据了解，该项大赛经海
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准，由海南
省人力资源局指导、海南核电有限公司主
办，是今年首个开赛的省级竞赛赛项。

第一届自贸港技能大赛—核特有职
业技能竞赛自7月8日开赛以来，依次完
成了核反应堆运行值班员、辐射防护工、
核反应堆核级机械设备检修工、化学检

验员等4个赛项的比拼。省内7家单位
共81名选手进入决赛，12名选手分别斩
获各赛项的金、银、铜奖，28名选手获得

“优胜奖”。大赛为获奖选手颁发了荣誉
证书、奖杯及奖金，同时对获得竞赛“突
出贡献奖”的单位、“优秀裁判员”和“优
秀工作者”的个人予以通报表扬。

核技术人才是怎样炼成的？“核技术
的特殊性对安全有着苛刻的要求，高技
能人才的培养尤为重要。”海南核电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魏国良介绍，近年
来，公司针对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人才
实施助推计划、育才计划和引才计划，加
强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实施“星火计划”

“公司发榜”“板块发榜”推动优秀人员高
质量发展；举办科技论坛、与院士团队共
建工作站、评选推荐技能大师工作室、组
织开展职业技能竞赛及核特有职业技能
鉴定工作、实施职业导师制、“企校双制、
工学一体”等人才培养方式，不断拓宽公

司人才培养渠道；引导青年科技工作者
树立“立足岗位思改革 创新科研促发
展”的理念，助推公司新项目挖掘、技术
成果转化、推广应用和技术技能的传承。

同时，海南核电有限公司还建立了科
学合理的高层次人才评价制度，以项目为
抓手，加速高层次人才培养，辐射带动青年
人才成长。“我们为每一个岗位编制了培训
大纲，每一名员工上岗必授权，授权必考
核，考核必培训，严密的培训体系不仅为技

能人才夯实基础，同时也促进技能人才的
发展。”魏国良说，海南核电有限公司已获
批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单位，开展企业
新型学徒制培训，与省技师学院联合培训；
承办省级职业技能大赛；建立技能大师工
作室，在生产部门推广师带徒制度，利用多
种方式拓宽人才培养和成长的通道。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十分重视海
南核电技能人才培养的工作。近年来，从
技能等级认定试点申报指导，到企业新型

学徒制的推动落实，再到省级技能大赛的
组织与支持，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主动
作为，积极开展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指导
工作，使得海南核电的技能人才培养工作
取得良好成效。据悉，第一届自贸港技能
大赛—核特有职业技能竞赛的成功举办，
以竞赛促培训，加快培养一支核特有职业
为主、通用职业为辅，技艺精湛、素质优良
的高技能人才队伍，也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提供人才储备和支持。

第一届自贸港技能大赛—核特有职业技能竞赛闭幕

12名选手斩获4个竞赛项目奖牌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这几百套公租房好几年前就
建起来了，我们签也抽了、房号也选
了，到现在还没交房。平时我没事
就会过来看看，就想早点住进去！”9
月8日9时许，在临高县临城镇大坡
小区保障房项目工地大门外，一位
年近六旬的居民不停徘徊，眼巴巴
地看着那一排排空置多年的公租
房。

海南日报记者在该保障房项目
工地看到，多栋6层主体结构都已
建起来了。其中，公租房外墙完成
了修复性粉刷，有工人在对水电等
设施进行维修施工。而廉租房项目
几乎陷入“烂尾”，尤其是廉租房（一
期）连粉刷作业也没完成，楼体外的
部分黑色污渍颇为刺眼。廉租房楼
体后面，有的杂草高过了人头。

现状
一拖再拖，申请者“望楼兴叹”

临高县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
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大坡小区
开建3个保障性住房项目，其中公
租房508套，廉租房（一期）252套，
廉租房（二期）215套。

这些项目原本计划 2 年内竣
工，但都在2013年先后停工，后来
时建时停，一直拖到现在也未交钥
匙，让申请者“望楼兴叹”。

据公开的新闻报道，2017 年
临高县大坡小区等 3个小区公租
房已完成主体施工，在进行装修、
园林等配套工程建设。当年 9月
16日、17日，县住房保障与房产管
理局曾组织已通过审核并公示的
公租房配租对象，到大坡小区集中
抽签选房。这批公租房原定于
2018 年 6 月交付使用，但之后项

目进展缓慢，让很多住房困难群众
再次陷入愁盼当中。

在临高新闻网“县委书记留言
板”上，网友“一年多前”的遭遇很有
代表性。该网友在2019年7月29
日的留言中写道：“2016年申请公
租房，2017年12月份选房号，到现
在一直没有交房。之前说2018年6
月能交房，但到了当年6月也不见
通知，后来又说到2019年底能交
房，可至今还没有接到通知。”

原因
3个保障房项目分属不同

承建单位，未交付原因各异

大坡小区保障房项目为何至
今还没交付？临高县住房保障与

房产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2011
年前后，根据国家和我省保障性住
房的相关政策，临高规划建设一批
公租房和廉租房，但由于自身财力
原因，地方配套措施相对较弱。承
建企业自身运营管理也存在问题，
后续投入不足，导致大坡小区3个
保障房项目长期搁置。

这3个保障房项目分属于不同
的承建单位。

华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临高
大坡公租房项目现场负责人林
锡海称：此项目2013年作了基础
设计变更，政府有关部门在保障
性住房项目设计变更的审批、补
签协议等方面程序较多，耽误了
一年左右时间；2016 年、2017 年
两次遭受台风和强降雨袭击，设

备设施损失严重；建材和人工成
本飙升，导致企业资金压力较
大，多种原因导致该项目迟迟未
能完工交付。

廉租房项目延期的原因则涉
及企业管理问题。廉租房（一期）
承建方华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临
高项目部总工程师杨帝源说，项目
之所以延期，主要是因为公司内部
管理出现问题，导致无暇顾及该项
目。对于导致项目延期的具体原
因，杨帝源不愿过多透露。而廉租
房（二期）承建方河南省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于 2019 年申请破产重
整，导致此项目陷入僵局。该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于今年9月中
旬派人来临高，对已完成工程进行
核算。

承建企业没按进度施工，政府主
管部门为何没有第一时间换掉施工
队？临高县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
有关负责人坦承，该局作为牵头单
位，对大坡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度监管
不力、督促不严，相关成员单位协同
力度不够。

对于保障房何时能交付的问
题，临高县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大坡小区公租房
项目现已竣工验收并进行整修，预
计将在今年 9月底交付使用。此
外，廉租房（一期）已启动编制概算
调整工作，并签定施工补充协议，
现已复工；廉租房（二期）与原承建
方解除了合同，正对未完成工程量
进行预算编制。

（本报临城9月1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