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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市自开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
活动以来，共查找出堵点难题111个，已推动
解决77个，成功疏通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堵点，
解决了一批民生问题。

活动开展以来，琼海市主动向问题“开刀”，
让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历史”。今年8月，海南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等多个部门联合下发了
《关于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通
知》。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据文件要求，
多渠道查找琼海市存在的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
问题，制定专门方案，批量解决因手续不全、欠
缴相关税费等历史遗留原因导致办证难问题。

琼海市政务服务大厅创新推出“5+1”行政
审批服务清单，打通政务事项办理中的“堵点”

“难题”，持续提升办事效率。同时，该市还推出
政务服务“体验官”制度，通过明察、暗访、自办
等多种方式，对政务服务进行体验式监督，并通
过为政务服务质量“打分”，倒逼全市政务服务
水平不断改进，让办事群众更加满意。

活动开展过程中，琼海市纪委监委精准有
效开展专项监督，建立作风问题线索快查快办绿
色通道，以“零容忍”态度查处违纪违法行为。据
悉，今年以来，琼海市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和“四风”问题33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4
人，诫勉谈话19人。 （撰稿/易修呈 徐孝铝）

聚焦重点精准发力 提升派驻监督成效
今年来，琼海市纪委监委始终聚

焦重点开展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精
准发力促整改，将推动解决问题、提
升治理效能作为落脚点，不断提升派
驻监督成效。

针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痛点问
题，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列出监
督清单，瞄准靶心，疏通堵点，强化监

督。6个派驻纪检监察组对照政治监
督清单，结合驻在单位的实际情况，进
一步细化深化监督清单。派驻市财政
局纪检监察组针对财政部门公共财物
管理及使用过程中的风险，将内控制
度建设、作风建设列为监督重点；派驻
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根据监督清单，
针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政法系统单

位“三个规定”执行情况等问题，不断
增强日常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在开展日常监督中，6个派驻纪
检监察组注重利用身边案例教育警
示身边人，做好查办案件“后半篇文
章”。扎实做好以案促改工作，对受
到第三、四种形态处理的案件，派驻
纪检监察组会同案件承办部门同步

到案发单位宣读处分决定，同步宣读
被审查调查人忏悔书，在案发单位开
展警示教育，形成强有力的警示提醒
和纪法震慑。截至目前，6个派驻纪
检监察组开展警示教育26场次，参
加教育的党员干部达1000余人。

6个派驻纪检监察组坚持问题
导向，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建议书标本

兼治作用，针对日常监督中发现的问
题，深入分析研判，找症结、查原因，
有针对性地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督
促相关单位“对症下药”，堵塞漏洞，
建章立制，不断提升治理效能。今年
以来，6个派驻纪检监察组发出纪检
监察建议书15份，督促完善规章制
度22个。 （撰稿/易修呈 史桂）

党风廉政教育融入主体培训班课堂
“条例的制定，旨在维护党的章

程和党内法规，严肃党的纪律……”
近日，在琼海市委党校举办的党员发
展对象培训班上，该市纪委监委工作
人员为学员解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

为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纪律教

育，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今年来，
琼海市纪委监委充分利用党校在党
员干部教育培训上的主渠道、主阵地
作用，把纪律教育和党风廉政教育作
为各类主体班次教学的重要内容，提
高党性修养的重点必修课程，筑牢各
级各类党员干部廉洁思想根基。

“9月份以来，我校举办了党员
发展对象培训班、市科级领导干部生
态文明建设专题培训班和市村（社
区、居）‘两委’干部自贸港建设综合
素质能力提升暨乡村振兴培训班、村
务监督委员会能力提升班等4类培
训班共7期1340人参训。”该市委党

校有关负责人介绍，这4类培训班均
设置了纪律教育、警示教育等相关课
程，同时还采取观看警示教育片、参
观警示教育基地、开展自主学习、集
中讨论等形式，灵活教育方式方法。

“通过让党风廉政教育进培训课
堂，使全市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加强反腐

倡廉教育对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的重要性，引导党员干部切实增强
政治意识和规矩意识，以反面典型为
戒，筑牢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思想
防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
态。”该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撰稿/杨宁 张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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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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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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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良级天数比例为1.1%，
无轻度及以上污染天。

环境空气质量排名靠前的市县
分别是三沙市、乐东黎族自治县和

三亚市，排名靠后的市县分别是海
口市、屯昌县和儋州市。2021 年 9
月全省 19 个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
名如右：

2021年9月地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9 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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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1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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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名称

三沙市

乐东黎族自治县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白沙黎族自治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

东方市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琼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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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名称

万宁市

澄迈县

临高县

定安县

文昌市

昌江黎族自治县

儋州市

屯昌县

海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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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习
霁鸿）针对近期疫情情况，10月 21
日，海口市疾控中心发布疫情防控提
醒，要求近期有涉疫地区旅居史的入

琼人员，尤其是与阳性检测病例有过
接触史或活动轨迹有交集、重合的人
员，请做好个人防护，主动向居住地
所在社区、居（村）委会报告，联系开

展核酸检测、居家健康监测等健康管
理工作。

同时，该中心倡议市民和游客持
续关注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和涉疫区

调整动态信息，建议近期非必要不出
岛，尤其不要前往有疫情发生的地
市。继续坚持科学佩戴口罩、勤洗
手、常通风、不聚集、保持安全距离等

个人防护措施，进出公共场所配合体
温测量、健康码查验工作，尽早全程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符合条件的人员
请及时接种加强针。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海口市疾控中心发布新冠疫情防控提醒：

涉疫地区入琼人员应主动报告
10月19日（含）以来

有湖北天门市等旅居史的入琼人员
10月15日（含）以来

有陕西省西安市、甘肃省兰州市等旅居史
10月16日（含）以来

有宁夏银川市、北京丰台区等旅居史

10月2日（含）以来
有甘肃省张掖市、酒泉市和内蒙古阿拉善盟等旅居史

10月14日（含）以来
有甘肃省嘉峪关市旅居史

10月17日（含）以来
有贵州遵义市、湖南长沙市等旅居史

10月18日（含）以来
有宁夏吴忠市、河北邢台市等旅居史

本报海口 10月 21日讯（记者
计思佳 特约记者陈创淼 通讯员蔡
翔任）“打完疫苗要留观半小时。回
家后注意不要激烈运动，不要吃辛
辣食物”……10月21日，在海口秀
英区在海秀镇水头村村委会大院
内，医护人员对刚刚接种完疫苗的

村民叮嘱道。
据悉，秀英区自10月5日起开设

29个点位启动重点人群新冠疫苗加
强免疫接种工作，符合接种2剂次新
冠灭活疫苗和康希诺疫苗满6个月的
18岁以上的人群都可以加强免疫接
种。为方便群众在家门口就近进行

接种，该区还积极联系卫健部门设立
了若干个加强针临时接种点，水头村
村委会办公楼大院就是其中一处。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在村
委会办公楼大院，分别设置了接种新
冠疫苗等候区、咨询区、登记区、注射
区和留观区5个区域。村民戴着口

罩依次排队测量体温、填写健康情
况、登记信息、接种疫苗、进行留观，
现场秩序井然。

在留观区，穿着一身黄色外卖配
送服的韦志锋刚刚完成疫苗接种。

“我前两天收到手机短信，说今天可
以来这里接种加强针疫苗。”韦志锋
说，“把疫苗接种点设在家门口，政府
部门考虑得非常周到。对于外卖员
来说，时间就是金钱，等留观结束，只
要身体无异常，我就可以去接单了！”

除了手机短信通知，水头村村干
部还在村内显眼处挂置接种横幅，路
边循环播放着提醒市民前来接种的
广播，极大地提高了临时接种点的知
晓率。

海秀镇人民政府副镇长乔琪介
绍，经过摸排调查，该镇发现不少市
民群众符合接种加强针的条件，并有
强烈的接种意愿。尤其是水头村的
流动人口较大，有3000多人符合接
种条件。“为方便群众在家门口进行
接种，我们设立了加强针临时接种
点。临时接种点持续开放至21时，
白天忙于工作的群众，可选择下班后
前来接种。”

截至 10月 20日，秀英区接种
第 3 针累计 31403 人，接种率为
67.31%。秀英区卫健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该区将持续推进重点人群
疫苗接种工作，通过多种形式发动
群众接种，做到“应接尽接，不漏一
人”，提高接种的覆盖面和效率，共
筑防疫屏障。

家门口接种加强针，方便！
海口秀英区接种第3针累计达31403人，接种率超67%

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党组书记、局长王雄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林师健）海南日报记者10月21日从省纪委监委获
悉，五指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王
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省纪委监委指定管辖，目
前正接受文昌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海口秀英区在水头村设置加强针临时接种点，让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接种疫苗。 本报记者 计思佳 摄

昌江3名密接者
核酸结果均为阴性

本报石碌10月21日电（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黄兆雪）10月19
日，儋州市报告1例境外输入复阳
确诊病例，昌江有3名与该确诊病
例同航班的密切接触者。日前经
过核酸检测，昌江儋州境外输入复
阳病例密接者，其核酸检测结果均
为阴性。

第三届全国创业就业服务展示交流活动——

“儋州月嫂”获评
“就业带动类劳务品牌”

本报那大10月21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珂 通讯员韦雪梅）“儋州月嫂”在“创业展宏
图，劳务铸品牌”主题的第三届全国创业就业服务
展示交流活动上，获评“就业带动类劳务品牌”，这
是10月2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儋州市有关部门获
悉的。

近年来，儋州市不断加强劳动者技能培训，把
“儋州月嫂”劳务品牌打造成一块令客户满意、放
心的金字招牌，让更多儋州妇女走上了致富路。
2018年以来，儋州西部家庭服务中心共培训育婴
员、母婴护理师、催乳师、产后康复师、早教师等
8600余人，培训后的学员实现就业达5200余人，
其中月嫂单薪最高达到15800元，育婴师单薪最
高10000元。

10月16日在长春结束的第三届全国创业就
业服务展示交流活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吉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集中展示各地优化创
业就业环境、打造劳务品牌方面的创新实践，促进
了地区、行业间的交流合作。

环岛高速三亚段塌方处
超车道恢复通行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陈言锦）海南日
报记者10月21日从省交通控股有限公司获悉，
G98环岛高速公路上行（三亚往乐东方向）K283+
300处塌方点于当天15时30分开放超车道，恢复
受阻路段通行。

10月18日17时10分，G98环岛高速公路三
亚崖城路段三亚往东方方向右幅K283+300处，
发生边坡垮塌事故，垮塌土体侵入公路超车道，造
成公路阻断，未造成交通事故。

在省交通运输厅、省国资委以及省公路管理
局指导下，在三亚交警、高速公路执法三亚分局、
三亚消防配合下，海南交控组织党员突击队、青年
突击队、车上党小组冲锋在前，不间断施工，累计
投入人员300余人次，各类设备160余台次，完成
800余立方崩塌土体清理，1万平方米路面保洁。

接下来，海南交控将对边坡实时监控、落实该
路段值守巡查，确保通行安全畅通。同时尽快落
实边坡永久性方案，组织施工队伍进场实施边坡
处置，争取早日实现全车道放行。

海口龙华区：

8个新冠疫苗接种点
延长服务至21时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
郭萃 特约记者刘伟）记者10月21
日从海口市龙华区卫健委获悉，龙
华区辖区各预防接种点从10月21
日起至10月25日调整接种疫苗服
务时间，同时期间将暂停儿童疫苗
（一类、二类）及其他成人疫苗接种
服务。

具体服务时间安排上，龙华
区得胜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滨
海公园社区卫生服务站、龙昆中
心社区卫生服务站、金贸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金宇社区卫生服务
站、滨涯社区卫生服务站、四季
华庭社区卫生服务站、高坡社区
卫生服务站等8个单位接种新冠
疫苗的具体时间为 8：30-11：
30 以及 14：30-21：00。其他接
种单位接种新冠疫苗具体时间
为 上 午 8：30-11：30 以 及 14：
30-17：30。

应主动向居住地所在社区、居
（村）委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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