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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县委县政府坚持党建引
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思
路，不断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将解决群众痛点、难
点、焦点问题作为作风整顿建设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惠民便民利
民政策落实，加强指导和督办，坚决
杜绝“脚踩西瓜皮，滑到哪算哪”的
工作作风，真正把好事办实、实事办
好，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和作风整
顿建设、“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
转化为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
强大动力。

陵水县各单位坚持问题导向，
综合运用调研督导、自查整改、通报
曝光等方式，统筹推动整顿建设主
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体落实，纠治
椰林镇、县园林环卫中心相互推脱
路灯维修责任，县水务局等4部门污
水治理配合不力等一批作风问题。
县纪委监委深入开展群众身边腐败
和不正之风问题集中整治，结合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优化营商环境、疫
情防控、“三个领域”专项整治等方
面开展监督检查9批次，发现卫生院
医护人员服务态度差，12345平台督
办职能发挥不到位等问题111个，已
完成整改106个。各乡镇各单位牢
牢站稳人民立场，结合“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解决企业和群众的

“急难愁盼”问题。陵水设立“未办
成事协调服务窗口”，倒逼问题解
决，办成了7件群众、企业“未办成的
事”，有效打通了营商环境“梗阻”。
针对企业反映强烈的工程项目审批

慢、开工慢等问题，推行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豁免清单制度，以正面清
单形式将13类工程建设项目列入豁
免清单，取得施工许可和质量安全
监督手续后即可进场施工，缩减法
定审批时限15个工作日，深受企业
好评。

陵水推动建成菜篮子基地5314
亩，设立29个平价蔬菜零售网点，覆
盖全县11个乡镇及1个湾区，综合
食品价格降幅连续4个月位居全省
第一，有效缓解群众“买菜难”“买菜
贵”问题；全力推进椰林南干道至三
才镇配水管道工程项目建设，提前4
个月完成饮水项目主体建设，切实
解决人民群众“喝水难”问题；发挥

“店小二”精神，县纪委监委牵头协
调县交通局、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等
部门，对网约车企业落户陵水意愿
低、出租车短途拒载等问题，深刻剖
析原因，通过协调场地、统一管理等
方式，引进合规运营的网约车平台
落户陵水，有效解决县城“打车难”
问题；引进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托管
县人民医院，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
受优质医疗服务，解决群众“就医
难”问题。

陵水各级干部进一步树牢宗旨
意识，更加主动为群众办实事、做好
事、解难事，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
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和满意度。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聚
焦办事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
专题研究，推行“一业多证”集成审
批，将原需21个工作日办理时间压

缩至8个工作日，审批提速62％；县
卫健委、县民政局整合服务资源，试
点将婚前检查服务场所与婚姻登记
服务场所有效衔接，实现婚姻登记
与婚检、孕前检查知情告知、健康宣
教“一站式”服务，协同破解陵水县
婚检率低难题。

陵水各级干部进一步解放思
想，更加善于用新思路应对新情况、
用新办法破解老问题。隆广镇针对
群众农房报建手续繁琐、审批周
期长难题，创新网上“零跑动”
审批办理模式，简化审批流
程，缩短审批周期，进一步
提升群众农房报建便利
性；县社保服务中心推
行“综合柜员制”服务模
式，实现119个社保医
保经办服务事项“一窗
通办”，108个事项“一
网通办”，同一事项“全
省通办”。设立17个基
层服务点，将社保医保
20项高频事项下沉至各
乡镇农信网点，让群众“足
不出镇”即可办理社保医保
业务。

陵水成立了“查堵点、破难题、
促发展”活动专班、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办公室、作风整顿建设领导
小组办公室、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
班，彼此建立协调推进工作机制，加
强沟通联络，梳理出涉及民生问题
27个，营商环境问题11个，及时抄
送至相关活动专班共同研究，推动

解决，形成工作合力。
随着深入推进作风整顿建设工

作，陵水全县干部的工作作风持续
得到改善。进一步激发了全县干部
群众积极投身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大局的热情和动力，有效助推陵
水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陵水以党史学习教育和“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等为抓手，深入推进作风整顿建设

“严”字当头 纠治顽疾

聚焦反映干部作风的各类典型事件

陵水不定期发布
“红黑榜”通报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
作风建设是展现新气象、新作为的窗口，陵
水在去年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取得明显
成效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开展“陵水擂台·
六比竞赛”活动，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锲而
不舍抓好作风建设，目前已印发活动“红黑
榜”工作简报10期，以表扬先进树立学习典
型，以通报批评倒逼作风转变。

“红黑榜”通报，对各单位点名道姓，总
结成功经验，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
出整改要求。在第一期“红黑榜”通报中指
出，近期，在开展疫情防控、村（社区）“两
委”换届、公共工程和土地出让项目中，部
分乡镇、单位还存在行动慢、落实不到位、
各自为战等现象，影响各项重点工作有效
落实，多个乡镇和部门被点名通报批评。

据了解，陵水将加大“红黑榜”通报力
度，以正面典型营造找先进、学先进、当先
进的浓厚氛围，以反面典型为镜鉴，对个
别部门单位“慢作为、不作为”问题，及时
通报批评，对搞形式敷衍应付的单位严肃
问责单位主要负责人。

（撰稿/易建阳 磊磊 陈冰）

为干事创业者“兜底”
陵水干部选拔任用新导向——

有为有位，无为让位
陵水时刻保持对作风问题的警醒，今

年以来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及
时处置“大象屁股，推不动”“脚踩西瓜皮、
滑到哪算哪”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对责任
心不强、服务群众不到位、驻村工作不扎实
等现象，开展提醒谈话802人次。

陵水保持高压震慑态势，重拳整治“四
风”顽瘴痼疾，查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69起
74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60人，诫勉
谈话14人。

据介绍，该县纪委监委对能力不匹
配、干事不积极的干部，进行岗位调整，选
优配强各班子，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
者汰”选人用人机制。同时，还建立健全
干部担当作为激励保护机制，精准筛选出

“知错能改”的好干部，鼓励受处分干部放
下思想包袱，以积极心态应对工作，努力
为想干事、敢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消除“负
面影响”，将干部受处分后的工作实绩作
为干部能否重新任用的重要依据，对在基
层一线工作岗位或急难险重任务中表现
突出，取得显著成绩的同志，在影响期满
后大胆推荐使用，2020年以来提拔重用6
名“行家里手”干部，其中4名先后获得县
级以上荣誉称号。

陵水大胆任用影响期满的干部，激发
和保护了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在陵水范围内营造出积极向上、
奋勇争先的工作氛围，有力推动了陵水经
济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发展。

旅游接待总人数672.82万人次

同比增长292.8%

旅游收入58.82亿元

同比增长302.6%

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完成26985元、12243元
同比增长8.4%、15.9%

作风建设是干部
队伍建设的重中之
重。作风正，民心
顺。自海南省委开展
作风整顿建设以来，
陵水黎族自治县始终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
导向、结果导向和民
意导向，以求真务实
的工作作风，统筹推
进、狠抓落实，紧密结
合工作实际，以党史
学习教育和“查堵点、
破难题、促发展”等为
抓手，精准纠治作风
顽疾，深入推进作风
整顿建设，以作风建
设永远在路上的坚韧
和执着，促进全县党
风政风向上向善。

“我们要以省委
开展作风整顿建设年
为契机，聚焦当前陵
水作风建设存在的突
出问题，将作风整顿
建设与党史学习教育
等工作紧密结合起
来，为推进陵水县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陵水县委书记符鸣在
全县作风整顿建设年
动员部署会上要求，
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提
高政治站位，充分认
识开展作风整顿建设
的重要性、紧迫性，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中央和省委的决策
部署上来，推动全县
干部作风大转变。

作风建设关乎民心向背、关乎
执政未来。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
验充分表明，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
快与慢，与这个地区干部工作作风
的好坏密切相关。

陵水县生态环境整治、拆违打
违等历史遗留和“老大难”问题涉及
群众切身利益，存在客观困难多，且
部分工作人员存在畏难心理，得过
且过，不敢“碰硬”，导致各项难题推
进速度极慢。2017年第一轮中央环
保督察以来，针对瀉湖整改工作陵
水县先后印发了《退塘还湿还林工
作方案》《近岸海域高（低）位池水产
养殖违法排污整治实施方案》等多
个相关实施方案，但整治时间一拖
再拖，整改工作变成“投资大、用时
久、效果差”的糊涂账，甚至出现了
越整治，污染越重的问题。针对瀉

湖治理的问题，在县委示范带动下，
全县各单位闻令而动，以“敢啃硬骨
头”的过硬作风整治黎安、新村“两
个瀉湖”污染问题，截至目前，清除
渔排近44万平方米，清退近岸海域
禁养区养殖场面积7788亩，加快推
进还林还湿1400余亩。在深入推
进新村瀉湖整治的同时，通过打造
海上民宿、海钓平台、创建渔排协会
等方式助力渔民转产转业。

陵水县中心大道原“迎春宾馆”
项目，自1994年项目启动、搁置再到
官司纠纷，该项目土地长期闲置，造
成土地资源浪费，且该项目用地范围
存在大量乱搭乱建，垃圾死角随处可
见。以上难题，直接影响了周边居民
的正常生产生活，严重影响到陵水县
总体规划与发展。针对原“迎春宾
馆”项目，县委主动出击，积极应对，

要求多个部门多方面搜集证据，认真
梳理案情，查阅原始资料，分析案件
疑点，创新办理思路。依规依法对原

“迎春宾馆”项目及用地范围内违法
建筑进行拆除，不仅加快了陵水县安
居房项目落地建设，也为陵水县征拆
工作提供了新的工作思路。

陵水新村镇满福花园小区（教师
经济适用房）为教师集资房，自2014
年12月开始建设，工期为2年，约定
的交房时间为2018年1月，由于施工
单位资金短缺、项目附属机房规划调
整等原因，3年过去了，住房迟迟不能
验收交付，教师们意见很大。陵水县
教育局主动正视历史遗留问题，本着

“新官要理旧账”的要求，加强与县城
投公司、县住建局、县资规局等相关
职能部门协调沟通，稳妥推进满福花
园小区验收前的各项工作，今年6月

底，陵水新村镇满福花园小区通过验
收并交付给购房教师。“经过多方努
力，目前，满福花园小区的水电都通
了，教师们已经领到了钥匙，他们陆
续在装修，准备入住。”陵水县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说。

陵水世知酒店五期续建工程
A3-1号和A16-1号别墅由于未办
理竣工验收，无法办理不动产转移
登记，房屋业主多次向政府反映。
为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的堵点难点问
题，陵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过
认真研究，根据有关文件精神，单独
对上述两栋别墅进行现状规划核实
并出具了规划核实意见，同时积极
协调县住建部门核实两栋别墅的竣
工材料，并依法出具了两栋别墅的
竣工备案函。今年9月底，两栋别墅
均已登簿出证。

“以民为本”树新风，主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全县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完成150.23亿元

同比增长12.4%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28.43亿元

同比增速22.2%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32.04亿元

同比增长21.5％

今年1-9月

攻坚克难纠顽疾，推动解决“老大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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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设立“未办成事协调服务窗口”
。

陵水平价蔬菜零售网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