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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委近日审议通过《三亚市关于建立海
南自由贸易港公职人员容错纠错澄清正名和重新
使用典型案例报送制度的实施办法（试行）》，明确
典型案例报送的内容、流程和牵头部门等，旨在营
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与政治生态，树立保护改
革者、支持担当者的鲜明导向，充分调动和激发干
部干事创业、奋发有为的热情。

建立典型案例报送制度是三亚开展的一项
创新工作，报送的典型案例需符合事实清楚、证
据确凿、纪法依据充分、程序合法合规的要求。
三亚报送的典型案例主要包含五类，即在改革
创新、先行先试、依法履职过程中出现失误错
误，不是故意违反法律法规、党的纪律禁止性强
制性规定，没有为个人或者单位谋取不正当利
益的公职人员进行容错纠错的典型案例；该市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经核查认定检举控告不
实，依照相关规定决定给予澄清正名的典型案
例；纪检监察机关和有关部门依规依纪依法查
处的诬告陷害、恶意举报和恶意信访的典型案
例；该市各级组织人事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符
合使用条件的受处理处分干部影响期满后重新
担任、进一步使用或者提拔任用为领导职务的
典型案例；其他按照程序研究决定予以通报发
布的典型案例。

三亚市有关负责人表示，建立典型案例报送
制度是推动容错纠错、澄清正名和重新使用制度
落到实处的一项探索，三亚将提高政治站位，深刻
认识在建设自贸港背景下做好容错纠错、澄清正
名和重新使用工作的重大意义，给那些想干事创
业的干部撑腰打气，消除广大党员干部的后顾之
忧。坚持依规依纪依法，从严把握政策界限，把纪
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设置严格的底线标准，对出于
公心、未谋私利，及时纠错、消除影响的党员干部
予以从轻、减轻处理，让纪律执行既有力度、更有
温度。

三亚探索建立
典型案例报送制度

三亚市交通运输局和三亚市公安局近日联合
发布《关于解决我市小微型客车租赁行业个人车
辆备案问题的通告》，启动全市小微型客车租赁行
业个人车辆备案工作，这是该市在“作风整顿建设
年”行动中，直面行业监管顽疾问题，多部门协同
配合，着力解决监管机制协作不畅、制度不完善影
响行业发展稳定问题的一个缩影。

深挖问题深层原因，以制度创新和体制机制
完善为抓手，三亚在“作风整顿建设年”行动强化
干部责任担当，不断推进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
系建设，创新运用“三指定”调度机制，指定工作任
务、指定责任单位、指定完成时限，果敢提级调度，
靶向推动责任边界不清、交叉混乱等问题解决。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三亚各区各单位根据实
际需要和工作短板，制定出台相关制度253个，为
依法办事、依规行政提供了有力保障。

“从2020年至今，我们接到租赁车行业的投
诉就有千余件，由于汽车租赁行业缺乏必要的政
策法规和监管措施，行业没有有效的治理抓手，面
对市场经营秩序混乱、投诉率频繁的现状，行业主
管部门只能仅仅采取协调方式，‘治标’却不能‘治
本’。”三亚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刘万祥坦言，从
现象看本质，根本原因就是该局工作作风不扎实，
在履职尽责上主动担当作为不够，执行力、落实力
不强，对市场主体、人民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没有
及时回应解决和关切；也有机制体制不健全原因，
缺乏行业监管机制，与各有关部门在协同治理上
手段缺失、权责边界不清晰、协作不通畅，联合监
管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举一反三，三亚市交通运输局联系实际，以刀
刃向内的从严检视态度，通过他人提、自己查、领
导干部一线走访调研、上级指导检查等方式，聚焦
九大整治重点，收集了涉及疫情防控、租赁车行业
管理、停车场管理、农村公交路线开通等方面14
条意见，目前已梳理出有关问题6个，该局将认真
对照整改清单抓好整改落实，建立健全问题整改
责任制，确保整改工作落实到位。

查摆实际问题，解决痛点难点，三亚在“作风
整顿建设年”行动中聚焦工作落实中最突出问题、
最紧迫需求，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部门协力攻坚，
通过一批问题的有效整改，切实推动成果转化，有
效提升城市和行业治理效能。如针对涉旅舆情暴
露出来的短板弱项，三亚及时开展涉旅领域作风
整顿，通过明察暗访排查出各涉旅单位存在的“风
险意识不强，部分旅游项目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
题13个，督促问题立行立改、完善制度，推动制定
《三亚市海上旅游业态管理规定》《三亚市冲浪旅
游服务规范》等涉旅制度，以问题整改为契机一体
纠治作风顽疾和制度短板，为三亚旅游市场健康
有序发展保驾护航；针对园区资规领域规划审批
流程交叉不清问题，市资规局重新梳理上位规定，
理清各自审批权限边界，为切实将资规领域规划
的行政审批权限下放到产业园区夯实了制度基
础；三亚市公安局修订完善《三亚市引进人才落户
实施细则》，进一步减少审批环节，提高人才落户
便利，今年以来全市共办理引进人才落户16883
人，同比增长60.04%。

三亚紧盯作风顽疾开展制度建设

确保作风整顿建设
取得长效

7月14日，三亚中央商务区党群服务中心成立，打造集党群联
动、学习教育、沙龙展会、运动休闲等为一体的园区党建空间。

这个“会议”与众不同。“会议”全
程电视录播，百姓现场问政，部门“一
把手”答疑整改，整改效果社会公开打
分评价……

这是三亚举办的《责任面对面》电
视问政栏目，该市四套班子成员现场
观看，怎么改、效果如何，不仅百姓要
监督，纪委监察部门也要跟踪问效。
三亚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透露，栏
目开办以来共征集到问题100多件，
市作风整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以
下简称市作风办）结合电视问政反映
问题对相关单位和部门开展延伸检查
11次，排查出具体问题17个，其中8
个问题已整改完毕，确保“真点题、真
问责、真治病、真落实”。

高位推进，对全市干部作风集中
开展一次全面整顿，三亚亮出实招，形

成齐抓共管“一盘棋”。
在全省作风整顿建设年动员部署

会召开次日，鹿城就迅速召开三亚市
制度建设年暨作风建设专项整治动员
大会，及时部署、全力推进。三亚市委
常委会坚持问题导向、实效导向，在审
议《三亚市作风整顿建设年工作实施
方案》时，就明确提出把“制度建设年”
行动、生态环境保护、规范旅游市场等
影响三亚发展大局的实际问题纳入全
市作风整顿建设整治重点，与党史学
习教育、落实自贸港早期安排、解决群
众诉求等“规定动作”一体落实、齐头
并进。通过明确9个方面36项重点
任务，全市上下开展作风整顿建设目
标更加明确、任务更加精准、步伐更加
有力。

聚焦唯上是从、固步自封、不思进

取等10种问题表现，三亚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解放思想改进作风“大讨论、大
对照、大整改”活动，通过对照标杆找
差距、围绕发展查问题、紧扣问题撰写
研讨文章等方式，着力解决全市干部
在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存在的思
想、作风和制度问题，活动开展以来，
相关活动开展206场，整改解决各类
实际问题57项，全市干部思想进一步
解放，干事创业的氛围更加浓厚。

目前，三亚全市各区和市直机关、
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迅速响应，有序
推进本地区本部门作风整顿建设工
作，三亚市作风办一体推进作风“整
顿”与“建设”，从各成员单位抽调人员
组成专项监督组，作风整顿建设与制
度建设情况同步开展动态监督，确保
活动取得实效。

转作风、优环境、惠民生，三亚扎实开展作风整顿工作

整顿建设齐推进 激浊扬清树新风

作风建设事关事业成
败，作风建设永远没有休止
符。自今年4月全省作风整
顿建设年活动开展以来，三
亚积极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和
工作安排，以高位推进扎实
推动自贸港稳步建设，进一
步把谋发展、促改革、惠民生
的导向立起来；以问题导向
坚决破除顽疾痼瘴，进一步
把责任和担当的导向立起
来；以激浊扬清鼓励干部谋
事干事，进一步把精准和效
率的导向立起来。

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的劲头，三亚将作风建设一
抓到底，推动各级干部端正
态度、摆正身子，主动作为、
勇于担当，全市作风整顿建
设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高位推进 挂图作战

问题导向 务求实效

以转作风、优环境、惠民生为落脚
点，三亚作风整顿建设年活动着力解
决群众反映集中、企业反响强烈、社会
关注聚焦的顽症痼疾，抓住问题不松
手，精准发力打要害，干部作风不断好
转，人民满意度明显增强。

信访件久拖不决、百姓买菜贵、看
病难、办证难、用水难……针对群众

“急难愁盼”的问题，三亚把领导干部
接访下访工作作为作风整顿建设的重
要载体，围绕群众关心关注的教育医
疗、养老社保、执法司法等重点领域，
推动治理重复信访、化解信访积案，市
领导带头包案带案接访下访、各区积
极组织接访下访，积极化解基层难题，
回应群众关切。各区和各职能部门聚
焦各自业务领域，主动梳理作风顽疾，
查摆堵点问题，较真碰硬、创新方法解
决了一批医疗保障、卫生健康、民政惠
民、产业发展、就业创业等事关群众切
身利益的问题。如针对群众在信访平
台上反映的天涯区羊栏农贸市场菜价
高问题，三亚多部门联合开展规范市
场明码标价行动，采取多项措施从产

供销等环节不断推进“菜篮子”保供稳
价工作，安罗、扎业蔬菜基地大棚加快
建设，与周边6个市县签订平价菜产
销对接协议，促进“菜篮子”保供稳价，
上半年三亚市价格稳控位于全省前
列，CPI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

针对困扰基层的文山会海和检查
评比众多的问题，为避免“以形式主义
整治形式主义”，三亚系统治理作风顽
疾，三亚市委办公室及时修订印发《关
于进一步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的措施》，对新时期严格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提出32条具体要求，要求进
一步加强理论学习、精简会议、规范调
研会见活动、规范新闻报道和微信工
作群管理等；切实做好基层减负松绑，
市委办、市政府办印发文件数量较去
年同比减少三成。

对于企业关心的营商环境建设，
三亚多部门齐力攻坚，开展关于三亚
在园区招商引资、企业项目落地、交通
工具及游艇“零关税”政策实施等领域
的调研、有效打通“非接触”办税缴费
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率先建成三亚

惠企政策综合服务平台，进一步提高
人才落户便利……打好安商惠商组合
拳，让企业家感受“三亚温度”和“三亚
速度”。

面对社会各界关注的生态文明建
设，三亚着力开展土地利用、工程招投
标、国土空间规划“三个领域”监督执
纪工作，坚决查处市有关部门在清理
整治某高尔夫球场侵占甘什岭省级自
然保护区工作中履职不力问题，对3
名政府部门相关责任人员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扎实推动中央环保督察问题
整改，一批中央环保督察“久治未绝”
的问题取得突破进展，让绿水青山常
在，使得群众普遍感受到作风整顿成
效和变化。

三亚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三亚坚决把查摆实际问题、建立问
题台账，作为开展作风整顿建设的有力
抓手，坚持动真碰硬，紧绷整改落实“一
根弦”，督促各区各部门各单位开门问
计、实地走访、查摆问题，形成整改台
账，确保作风整顿建设有抓手、有方向，
着力培育干部为民务实的良好作风。

干部的作风，不仅是干部“个人之
事”，也事关党和政府形象和事业的兴
废。三亚作风整顿刀刃向内，拿出真
功夫、狠下硬功夫、用上“绣花”功夫，
督促引导全市各区各单位党员干部进
一步解放思想、提振精神，以更大的气
魄、更宽的视野、更高的标准推动三亚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编制完成并向社会公布市级权责
清单，并对288项权责边界事项进行
梳理明确，通过明权定责着力压实干
部责任担当，减少“模糊地带”，解决

“踢皮球”“打太极”，三亚近期的制度
建设举措，获得广泛关注。

三亚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透
露，三亚将制度建设作为作风整顿建
设年的自选动作，把制度建设与执行
纳为作风整顿建设重点任务，从规范
权责清单破题，明确法无授权不可为、
法定职责必须为；以落实法定规划深
化，开展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提升三年
行动，坚决维护法定规划的严肃性和
权威性，为“一任接着一任干”守护好

发展蓝图；用监督保障执行，制定实施
《关于加强对领导干部及其亲属和身
边工作人员监督管理的规定（试行）》
强化家风建设，《三亚市海上旅游业态
管理规定》等涉旅制度有效治理涉旅
领域频发问题等。

除了完善顶层设计，三亚在纠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上下功夫，着力培
育干部马上就办的良好作风。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一份简单文件，经
办20多人”、三亚市农业农村局“核实
2组数据，耗时22天”……针对工作中
暴露出来的不作为、慢作为典型问题，
三亚纪委监委责令相关失责单位向市
委作出检讨，并将问责情况向全市通
报曝光。

给干部压担子的同时，三亚也积
极在激励干部、容错纠错上下功夫，为
勇于担当、勇于负责的干部撑腰、打
气、鼓劲。

目前，三亚探索制定实施《三亚市
纪委监委保障公职人员干事创业工作
实施办法（试行）》，今年以来已对受到

诬告的2名干部澄清正名，旗帜鲜明
地为踏实干事、实干担当的好干部鼓
劲；三亚市委组织部依法依规对曾经
受到处理处分的10名市管干部重新
使用，释放出放下包袱、干事创业的积
极信号；三亚对市财政局、市人社局等
作风整顿建设年先进典型进行全市通
报表扬，确保全市各单位各部门学有
典型、赶有标杆，进一步营造“比学赶
超”的良好氛围。

三亚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三亚将紧扣群众“急难愁盼”、营商
环境、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突出问题，建
立健全重大问题督办机制，进一步压
实主体责任，坚决推动工作落地落细，
确保把活动成效体现到人民群众和市
场主体的感受上。同时，该市作风办
将加强与“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行
动和制度建设年活动的联动，形成协
同联动、互融共进局面，及时发现并督
促解决一批典型作风问题，有效推动
重点工作有序开展，着力推动作风整
顿建设取得更多成效。

激浊扬清 提振士气

7月27日，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园区服务中心设立的办不成事
督办窗口。

B

C

日前，三亚新设立200个惠民公益性摊位，22种蔬菜价格列
入政府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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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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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稿/袁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