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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强会见参加2021世界
新能源汽车大会嘉宾

本报讯 9月15日，副省长倪强在海口会见
来琼参加2021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的英国驻华
贸易使节吴侨文（John Edwards）一行。（鲍讯）

海南省职工职业技能
竞赛启动
优胜选手将代表我省参加全国比赛

本报牙叉9月15日电（记者邱江华 通讯员
王云博）9月 15日，2021年海南省职工职业技
能竞赛暨海南省第五届割胶技能（白沙杯）竞赛
启动仪式在白沙黎族自治县举行。现场开展了
智能割胶装备演示、电动和手动割胶对比演示
等活动。

据了解，海南省职工职业技能竞赛由省总工
会、省人社厅、省公安厅与省住建厅联合主办，是
第一届自贸港技能大赛及第七届全国职工职业技
能大赛选拔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竞赛设有焊
工等8个工种，涉及建筑业、制造业、酒店餐饮等
多个行业，其中，焊工、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砌
筑工三个赛项的优胜选手还将代表我省职工参加
第七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作为我省职业技能竞赛中奖项含金量、奖金
额度、赛事项目等都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一项品牌
赛事活动，海南省职工职业技能竞赛为广大技能
人才提供了展示精湛技能、相互切磋技艺的平
台。下一步，省总工会将紧扣新时代发展主题，聚
焦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坚持以技术创新为主
攻方向，以提高职工技能素质为重点，广泛开展多
形式的技能竞赛活动，做到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
动、高质量落实，叫响做实工会竞赛品牌，最大限
度激发广大职工蕴藏的劳动热情和巨大的创造活
力，使职工技能竞赛成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
不可或缺的“助推器”和“加速器”。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陆志远
出席活动。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彭
青林 通讯员王勇）按照省委对开展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的部
署要求，省“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
活动办公室日前对各单位活动推进
情况进行了动态评估，并将19个市
县及洋浦经济开发区、29个省直单
位的评估得分和排名情况向社会公
布，进一步形成活动开展“比学赶超”

的良好局面，持续推动“查堵点、破难
题、促发展”向纵深发展。

据介绍，此次评估的范围为从活
动开始到今年8月下旬，对在此期间
各单位开展活动的进展情况进行了
全面的动态评估，并按照百分制逐一
打分排名。评分采取定性评估与定
量评估相结合的方法，定性评估主要
对贯彻落实省委“查堵点、破难题、促

发展”活动的部署，特别是省委7月
27日召开的全省作风整顿建设年暨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推进
会的要求进行评估，没有落实到位的
予以扣分；定量评估主要参考查出的
堵点问题数量、质量和整改破解的完
成进度予以评分。

从公布的排名来看，省税务局、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交通运输厅

和海口市、琼海市、三亚市分别位居
此次动态评估得分前列。

省活动办负责人表示，对活动
开展情况进行动态评估，将有助于
构建完善案结事了、问题转办移交、
专责督查跟踪等长效机制，确保问
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进一步
形成在“比”中增动力、在“学”中增
本领、在“赶”中争一流、在“超”中开

新局的态势，激励先进、鞭策后进，
不断推动“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
活动向纵深发展。

“为民办实事永远在路上，作
风整顿建设永远在路上，优化营商
环境永远在路上，查堵点破难题促
发展永远在路上。”该负责人说，省
活动办将继续开展动态评估并适
时公布。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部分单位动态评估排名公布

省税务局、海口市等单位得分居前

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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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海口市

琼海市

三亚市

白沙县

儋州市

定安县

澄迈县

琼中县

万宁市

保亭县

昌江县

陵水县

文昌市

五指山市

东方市

临高县

三沙市

屯昌县

乐东县

洋浦工委

动态评估得分

91.34

90.18

82.04

81.51

81.00

80.60

79.82

79.42

78.84

78.12

77.78

75.29

74.49

74.35

72.45

72.04

71.67

68.31

67.94

65.25

动态评估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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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
20个市县（洋浦）动态评估排名情况一览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单位名称
省税务局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省交通运输厅
省林业局
省教育厅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省民政厅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省农业农村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省审计厅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省医疗保障局
省商务厅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公安厅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省委人才发展局
省生态环境厅

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
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省科技厅
省社保服务中心

动态评估得分
91.84
90.99
89.17
87.86
87.65
86.62
83.75
82.92
82.83
81.91
81.10
80.94
80.50
80.43
77.81
77.63
77.50
72.88
72.81
71.70
71.36
71.00
67.90
60.63
54.00
77.33
70.00
60.00
40.00

动态评估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
29个省直（发言）单位动态评估排名情况一览表

我省公安机关部署推进
全面深化警务机制改革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陈
炜森 菅元凯）9月15日，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
机关深化警务机制改革电视电话会议，就深入推
进警务机制改革、促进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扎实
做好当前维护安全稳定工作进行部署。

会议强调，全省公安机关要积极适应新发展
阶段要求，创新完善“情指舆勤”一体化实战化
运行机制，不断探索完善同基层社会治理相适应
的警务运行机制和勤务组织模式，切实发挥好

“路长制”“警保联控”等行之有效的警务模式
作用，进一步提升基础防范水平和源头治理能
力。要聚焦社会各界最关心、人民群众最关注
的重点领域和突出违法犯罪问题，不断健全完
善常态化控发案、多破案、压事故、防事件工作
机制，构建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机制、探索建立

“无毒品危害自由贸易港”创建工作机制、建立
“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
击治理机制、完善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机
制，深入开展打击整治，全力确保全省治安大局
持续稳定。

据悉，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出台16项
“我为群众办实事”新举措，建立服务重点园区重
点企业9项工作机制，全面推行公安政务服务“一
门通办”“一网通办”“全省通办”，在海口、三亚、儋
州试点实施户籍业务“跨省通办”，进一步增强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会上，海口、三亚、琼海、文昌、昌江等5个市
县公安局主要负责同志做了经验交流发言。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闫希军出席会议并作
部署讲话。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张惠宁
通讯员 王一博

“找我办，500元包过包办好，保
证妥妥的。”日前，有群众反映万宁市
政务服务大厅存在非法中介（俗称

“黄牛”）在大厅聚集揽客，以简化程
序包办包过谎言诱骗办事群众，从中
非法获利。对此，万宁市纪委监委向
行政审批服务局制发监督意见书，要
求加强规范管理，对非法中介进行严
厉打击。

接到意见书后，审批局立即联合
公安局，开展了打击非法中介行动，
将3名涉嫌从事非法中介活动人员
依法扣押，立案侦查。同时，启动责
任倒查，重新审核审批流程，紧盯审
批人员和办事窗口，对审批过程中涉

及的公职人员逐一进行谈话，严查内
外勾结、权力寻租、非法牟利问题，通
过自查发现有窗口人员给办事群众
推荐第三方服务机构，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谋利，对该窗口人员予以开除
处理。

打击非法中介，是万宁市行政审
批局作风整顿建设活动的一个缩影。

万宁市行政审批局副局长许乾
伟介绍，为优化营商环境，审批局要
求工作人员每周都要做一些创新，每
周都要提一些合理化建议，围绕改善
营商环境做一些添彩活动，每月表彰
一次，激励先进、鞭策后进。活动开
展以来，大家积极踊跃参与，主动出
谋划策，将一个个想法转变为现实，
创新推行“深化并联审批，推行告知
承诺制”等6个方面24条优化措施，

推行“准入即准营”改革，成功入选自
贸港第十二批制度创新案例对外发
布推广。

“通过改革极大地释放了社会市
场活力，现在一天就可办理100多家
医疗机构校验，而过去至少需要半年
以上。”许乾伟介绍，今年上半年，该
局共办理1012个备案件和644个承
诺件，平均20分钟办结1件。

抓作风就是抓发展。万宁市纪委
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自全省作风整
顿建设年活动开展以来，万宁坚持深
化作风整顿建设，整治制约经济社会
发展突出问题，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推动产业发展、生态环保、乡村
振兴、疫情防控等重点工作取得进展，
为万宁发展凝聚干事创业正能量。

针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容易出

现的问题，例如“门好进、脸好看、事难
办”、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等，万宁市委
绝不留情面，进行曝光、追责，直至督
促其整改。与此同时，万宁将作风整
顿建设与“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
动相结合，共梳理堵点、难题76项，及
时向社会公布，跟踪督促整改。截至
目前，万宁市针对干部作风问题约谈
党组织10个，党员干部22人次。

万宁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万宁还将不断创新举措，持之以
恒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持续深化干部
队伍“转作风、转方式、转机制”，推行
重点任务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
责任化、责任数量化“四化”机制，以
闭环责任链条推动重点工作高效落
实、干部作风取得良好转变。

（本报万城9月15日电）

万宁持续推动作风整顿建设取得实效

以好作风凝聚干事创业正能量

海南-加州应对气候变化
合作视频交流会召开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邱江华）9月14
日，由中国海南省外事办公室和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州长办公室共同发起的“海南-加州应对气候
变化合作视频交流会”在海口召开。海南省委深
改办、省发改委、省生态环境厅、省工信厅、省科技
厅、省住建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以及加州州长
办公室、州环保局、州能源委员会、州空气资源委
员会等两地政府部门负责人、气候变化领域专家
学者出席会议。

与会嘉宾围绕“低碳建筑”“低碳交通转型”
“市场与融资”等议题展开热烈交流和讨论。我
省工信、住建、金融等部门负责人分享了海南在
绿色低碳建筑业、新能源汽车推广、碳交易等方
面的经验与做法。加州方对海南在应对气候变
化方面开展的工作表示赞赏。双方代表一致认
为，此次交流会为两省州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
了许多有益视角，希望海南和加州未来能保持对
话沟通，继续分享有益经验和做法，共同应对气
候变化挑战。

此次会议系两省州政府以加强地方交流与合
作为抓手助力两国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共同落实
《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的一项具体举措。
会议还宣介了海南为加快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在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方
面的思路和成果，为未来双方技术团队进一步深
化交流合作奠定了基础。

海南（儋州）
国际传播中心揭牌

本报那大 9月 15日电（记者刘
袭 特约记者李珂）9月 15日，海南
（儋州）国际传播中心在儋州市那
大镇揭牌，海外社交媒体平台账号

“遇见儋州”同步上线，儋州将通过
多层次国际传播平台矩阵，向世界
传播儋州好声音，讲述儋州好故
事。

海南（儋州）国际传播中心揭
牌、海外社交媒体平台账号“遇见
儋州”上线，将拓展儋州对外传播
渠道。这是儋州不断推动宣传思
想文化事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实践，
也是提升儋州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开创儋州国际传播新局面的具体
举措。

由儋州市委宣传部、儋州市融媒
体中心等共同打造的儋州市海外社交
媒体平台 Facebook 账号，名称为

“Visit Danzhou”，意思是“遇见儋
州”，是儋州市首次在海外社交媒体平
台建立的国际传播阵地。将通过精准
的外语编译，以及图片、视频，突出社
交化、视觉化呈现，进一步提升儋州
在经济建设、产业发展、生态建设、
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国际传播成效；
通过差异化、区域化、分众化的传
播，挖掘儋州文化的精神内涵。“遇
见儋州”的 logo融合了儋州调声文
化和儋阳楼形象，突出儋州深厚的
历史和文化积淀。目前，“遇见儋州”
在Facebook、Twitter平台发布5条
贴文，平台粉丝总数约4000人次，帖
文累计覆盖人数约5万海外网友，互
动点赞800余人次，账号主页面点赞
数突破1万。

本报三亚9月15日电（记者黄媛
艳）“每次洗澡都像‘赶集’一样，大家
都抢着来，就怕晚一点就没水了。现
在用水问题解决了，供水稳定了，再
晚洗澡也不怕。”9月14日，困扰三亚
崖州区梅联社区居民近三年的供水
难问题得以解决，该社区居民陈先生
开心地说。

梅联社区现有居民1646人，每
到秋冬旅游旺季还会有约 1300名

“候鸟”人群前来居住过冬。多年
来，因社区供水管管径小，每到用水
高峰时段，居民家里的水龙头出水
量变小，二层以上住户水压则更低、
水量更少。

接到群众反映的问题后，崖州区

政协联络组立即组织人员走访调研，
收集群众意见，协调三亚市政协委员
及天涯水业西部供水公司、区政府办
公室、区农业农村局等部门面对面进
行协商。

经协商，多方达成了尽早满足社
区居民生活用水需求的解决方案。随
后，崖州区农业农村局成立工作组，主

动对接天涯水业西部供水公司，按照施
工合同要求和用水需求，将梅联社区供
水主管管径由2寸换成4寸，并分期改
造旧管网，科学规划新管网，并按照分
区增设了能够独立关闭的检修阀，对
市政管网二次加压，全力改善梅联社
区供水条件，有效保障群众正常生活
用水需求。

三亚崖州区多方合力改善梅联社区居民供水条件

群众用水有了保障

（说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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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的 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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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15日讯（记者彭
青林 通讯员王勇）海南日报记者9
月15日从省“查堵点、破难题、促发
展”活动办公室获悉，截至8月下旬，
全省161家单位在活动中查找梳理
出堵点、问题3203个，破解问题整体
进度超过65%，其中已经解决问题
886件，显示“查堵点、破难题、促发
展”活动在全省上下开展如火如荼、

顺利推进，取得了较为显著的阶段性
成效。

省“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
动办公室近期开展一项动态评估显
示，自活动开展以来，各单位积极贯
彻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紧扣具体性、
代表性、系统重要性特征，真正把活
动要求落实在实实在在的问题上。
特别是省委7月27日专门召开全省

作风整顿建设年暨“查堵点、破难题、
促发展”活动推进会，进一步明确了
活动要求和查找堵点问题的“三方面
特征”，推动各单位查堵点、破难题力
度不断加大，破解难题的力度明显增
强。

从查找问题的来源看，各单位对
照堵点“三方面特征”自查堵点问题
2248个，省活动办转办问题线索955

个。从查找问题的责任主体来看，
20个市县（含洋浦工委）查找梳理出
1729 个 问 题 ，占 问 题 总 数 的
56.72%，破解问题进度67.29%；127
家省直单位查找梳理出1319个问
题，占问题总数的43.28%，破解问题
进度63.39%。

省活动办负责人表示，我省开展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就是

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入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和“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进一步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
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推动全省作风
整顿建设年走深走实，进一步促使各
级干部走进基层、走近群众，提高发
现问题、破解难题的能力，改进作风、
务实担当，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打下坚实基础。

查找堵点问题3203个，破解难题886件

我省“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取得阶段性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