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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政研室、省政府机关党组等6个单位党组织

公开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

公告
我司受彭学奇、彭超锋、廖志顺委
托，管理其名下位于海口喜盈门广
场的商铺。托管商铺委托期已于
2021年12月31日届满。我司自
2021年 4月起多次通过发函、电
话、短信等方式联系三位业主邀约
续签，均无法与其取得联系。现我
司郑重告知：请三位业主于本公告
刊登发布之日起15日内，速与我
司物业客服中心工作人员联系，办
理商铺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自
行承担产生的法律责任。
联系方式：0898-36385998。

海口喜盈门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1日

●海南丰兴精密产业股份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周井然不慎遗失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蓝城山语泉小区 7 号楼

3A16 房 收 据 两 张 ，编 号 ：

NO2153030，金额：417461元；编

号：NO15793525，金额：50000

元；内部认购申请单一份，编号：

0000036，声明作废。

●三亚暄和家居建材贸易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海南洛菲斯建筑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中共万宁市万城镇第一中心学

校支部委员会不慎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李之龙遗失海南省公安厅森林

公安局霸王岭林区分局警官证，证

号：004201，声明作废。

●儋州乡土文化研究会不慎遗失

中国农业银行儋州分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01142903，现

声明作废。

●海南智德华一建材销售有限公

司遗失海南林泰能源有限公司开

具的海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发

票代码：4600203130，发票号码：

01846060，发票金额：56500 元，

现声明作废。

●海南金禾橡胶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云飞龙遗失儋州恒海养老服务

有限公司（海南海花岛恒大集团）

开具的5-2507房屋交款收据一

份，收据号：0960438，金额：62985

元，特此声明。

●中油海南石油有限公司遗失中

油海南石油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章、工会委员会法人章（法人：陈艳

阳）各一枚，声明作废。

●王桐辉遗失交通运输执法证，证

号：46005006，声明作废。

●卓仁龙遗失交通运输执法证，证

号：46041013，声明作废。

●出租方：陈光南，承租方：唐金明

遗失坐落于海甸六庙新村365号

（新人民东里120号）的房屋租赁

证，证号：美房租证〔2019〕第

39825号，声明作废。

●陵水县庆善庵不慎遗失中国建

设银行海南省分行陵水支行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35810901，声明作废。

●澄迈县长安中心学校合福小学

遗失海南澄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安支行基本存款账户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12549702，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海南森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3003263540018）注册资本
由原来的贰仟万元整减少为伍佰
万元整。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屯昌黄岭分场中心幼儿园（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524690220563535343）
拟向屯昌县民政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日起45天内
办理相关事宜。

●儋州捷成贸易有限公司（注册

号：469003000045309）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木棉村民委员会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4459704，声明作废。

●王彩颜不慎遗失海南省交通规

费征稽局海口分局的交通运输行

政执法证，证号：46013067，特此

声明作废。

●江天武不慎遗失税务检查证，证

号：琼税征 460106190140，现声

明作废。

●林晓敏不慎遗失文昌春良实业

有限公司天域华府一期2#1-503

房的收据，金额：6328元，收据号：

7039977，声明作废。

●三沙市南沙群岛管理委员会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Z6410001415303，声明作废。

●陈英遗失海南华侨城实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华侨城·曦海岸项目东

区7栋13A01号房认购书，编号：

HKL2021346324，声明作废。

●丁莉花遗失陵水海韵商业投资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一

张，编号：1179962，金额：2000

元，声明作废。

●洋浦华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学科类许可证注销清算公告
海南省百思得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300MA5TGF430X）于2021

年12月1日经（董事会）决议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学科类办学许

可证，由海南捷达会计师事务所王

情秋、丁忠诚负责注销学科类许可

证前的清算工作。

2022年1月18日

关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临高县支公司和舍营销服务部

迁址的公告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自2022年

1月13日起，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临高县支公司和舍营销服

务部营业场所已搬迁至新址，相关

信息变更如下：机构住所（新址）：

海南省临高县临城镇江北东路6

号（建平楼）第二层；机构编码：

000005469024003；发证机关：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

监管局；发证时间：2022年1月14

日；联系电话：0898-28286669，

客服热线：95519。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高

县支公司

公告
海南蜀海腾龙实业有限公司、海南
蜀海腾龙实业有限公司定安分公
司：本委已受理朱军诉你公司劳动
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定劳人仲案字〔2022〕第2号的
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
及证据副本，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到本委应诉（定安县就业
与社保服务中心三楼，电话：0898-
63832981），逾期视为送达。本委定
于2022年3月9日15时在定安县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庭
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本委依法缺席裁决。请在开庭
后15日内到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 定安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2022年1月20日

减资公告
海南省智慧渔业园区管理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TUD48F）经 公
司股东会决议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亿元
整减少至人民币贰仟万元整，原债
权债务不变。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海南安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法人章、公章、财务章；营业执

照正、副本各一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60000MA5TMJEU9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囤云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000MA5U2PQ

919）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公章、法人章、财务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海南一存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000MA5U2QC

D86）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公章、法人章、财务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东方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会委员

会不慎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和副本（代码：32416195-1）；原工

会主席（苏敏）的《工会法人资格证

书》正、副本各一本；《工会法人法

定代表人证书》一本，证书号：

210900155，声明作废。

●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人民政

府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0277701，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作废声明
海南金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印章自登报之日起声明作废。
海南金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 2022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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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庄150亩（其中建设用地35亩）
转让。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
13853660113。

土地转让
澄迈县永发镇30多亩临街商住用
地，交通便利，产权清晰，低价转
让。联系电话：18976733338。

转 让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声 明

广告·热线：66810888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张生廷 李燕

根据省委巡视工作部署，2021年3
月至6月，七届省委对省委办公厅等20
个党组织开展第九轮巡视。近日，省委
政研室、省政府机关党组、省政府驻京
办党组、海南医学院党委、省人力资源
开发局（省就业局）党组、洋浦经济开发
区检察院党组向社会公开巡视整改进
展情况。

省委政研室：以巡视整改
促“头部”部门作用发挥

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效果不明显
整改：省委政研室聚焦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的热点难点问题，围绕省委中心工作，制
定年度调研计划，确定37项调研课题。
把调查研究与“我为群众办实事”“查堵
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等紧密结合，瞄
准群众痛点难点问题深入调研，在健全
容错纠错机制、加强污水处理、稳定菜价
等方面，推动解决一批实际问题。选派
业务骨干围绕海南“国之大者”和陆海空

“新三篇”等问题开展专题调研，起草调
研报告10余篇，得到省委省政府主要领
导批示肯定。邀请国研中心、自贸港咨
询委员会专家围绕开展“封关”运作、“一
线”放开“二线”管住等课题进行调研，形
成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制定全省调查
研究信息共享和工作协调机制的措施，
深化与市县、省直部门信息共享、调研合
作。加强与中改院、南海研究院、海南大
学等省内智库协调合作，积极走出去与
上海等省外智库交流合作。

问题：转作风改文风力度不够
整改：省委政研室深入贯彻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大力弘扬“对党忠诚、勤勉
敬业、清正廉洁、甘于奉献”的优良室风，
提高“我为人民写文稿”的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把巡视整改与党史学习教育、

“作风整顿建设年”活动等结合起来，深
入开展“学党史、找差距、转作风、改文
风”专题活动，查摆学风文风作风会风调
研不实等方面9个问题，锻造严实深细
作风。倡导“短实新”优良文风，注重在
谋篇布局、观点思想、遣词造句上守正创
新，严格控制领导讲话、内部刊物、新闻
报道篇幅字数，以高质量文稿服务省委
中心工作。

问题：基层党建基础不够牢固
整改：省委政策研究室领导班子树

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鲜明导向，以
抓学习、建制度、强责任、重落实为突破
口，推进基层党建责任落细落实。狠抓
党内法规制度学习，通过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会、月末读书会、“三会一课”等形

式，强化党建理论知识学习，以理论清醒
保持政治清醒。加强制度建设，学习借
鉴中央政研室党建工作经验，根据《海南
省直属机关党支部工作标准》编制党支
部工作手册，强化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谈心谈话、传帮带等制度，配齐配强专职
党务干部，定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推进
7个党支部标准化达标，1个党支部获评
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1个党支部获评
省直机关先进党组织，以党建创新引领
工作创优。

省政府机关党组：以巡视
整改实效推动各项工作高质
量开展

问题：政治理论学习不够紧
整改：机关党组制定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制度，明确学习的内容、方式和考
勤等事项，推动学习制度化、规范化。严
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把习近平总书记
的最新讲话、最新文章、最近指示、最新
要求等作为首要学习内容，切实学懂弄
通做实。建立学习提醒机制，定期给各
党支部印发学习提醒清单，并强化监督
检查，抓紧抓牢理论学习。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对海南工作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海南自贸港
建设相关文件和政策知识，进一步提升
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充分发挥参谋助
手作用。

问题：强化政务督查不够有力
整改：机关党组对中央领导关于海

南工作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
情况定期开展督办，确保不折不扣落到
实处。配合国务院督查组完成实地督查
工作，并推荐一批典型经验做法，其中3
件被国务院向全国推介。制定加强省长
批示指示督查落实措施，完善省长批示
指示跟踪督办和闭环管理机制。对群众
反映的问题线索开展实地核查，切实解
决一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对省
政府重点工作，按照高、较高、正常三个
等级设置“难度系数”，激励各部门勇于
担当、攻坚克难。重点围绕项目建设、民
生问题等工作，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深
入一线开展实地督查，推动问题解决。
加大督查干部培训力度，提升理论水平
和业务能力，强化纪律作风建设，切实打
造过硬队伍。完善网上督查室功能，强
化督查统筹，减少多头督查、重复督查，
切实为基层减负。

问题：对隶属单位监督管理不够
到位

整改：机关党组结合巡视整改工作，
推动党组班子成员到分管隶属单位开展
谈心谈话，并深入开展调研，及时发现问
题，推动问题解决。加强隶属单位监管，
制定《省政府机关党组关于加强对隶属

单位监督管理的措施》，把全面从严治党
各项要求贯彻落实到隶属单位的各个方
面、各个环节，推动隶属单位日常管理到
位、工作落实有力。制定党组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责任清单，细化党组、党组书
记、党组班子成员、各处室的相关责任，
切实做到守责负责尽责，努力形成齐抓
共管的工作格局，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

省政府驻京办党组：做实
巡视整改 发挥“桥梁”作用

问题：落实“三个研究一个服务”要
求不力

整改：驻京办党组对标省委省政府
要求，专题研究省领导提出的“三个研究
一个服务”的工作指示，起草设立海南自
由贸易港北京前方工作站“自由贸易港
之窗”的工作建议并报送省领导，通过协
调各方共同推进我省在京宣传展示、政
策发布、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等重点工
作，全面提升驻京办的综合服务功能。
结合招商引资的工作要求，每半年组织
人员到省直相关单位、各市县、园区进行
专题调研，及时掌握自贸港政策的落地
实施情况，了解相关单位的招商需求，并
形成专题调研报告，每周向省商务厅、国
资委、经济发展局及自贸港北京前方工
作组报送一期《招商引资专刊》，服务全
省招商工作大局。成功对接客邻尚品、
北京国艺同行影业等跨境电商公司在海
南登记注册经营。

问题：内部管理有待加强
整改：驻京办党组通过建立健全制

度机制全面加强内部管理，新出台《公务
服务保障管理办法》《车队管理规定》等
11个制度，建立接待任务日登记台账，
严格执行派车单制度，通过在工作群里
公布接待工作任务“一日一报表”，建立
共同监督机制，提高工作透明度。针对
违规报销医药费、福利费等问题开展专
项检查，立行立改，责令相关当事人退还
相关款项。加强对海南大厦财务报销、
物品采购、库房管理等方面的监管，修订
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法，规范资金
支出、使用流程，定期报告经营情况。

问题：履行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责任
不够到位

整改：驻京办党组坚决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完善党组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制度、谈心谈话制度等，召开党
组（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通报党风廉政建设自查情况，并对
党风廉政建设情况进行总结。结合驻京
办工作实际，制定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清单，明确党组书记的第一责任，
党组成员的领导责任，提出抓好落实的

四项措施，明确党组会议事规则、程序，
严格执行“一把手”末位表态制。设立廉
政课堂，组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
人员政务处分法》，观看《铁纪护航自贸
港》《强化政治监督》等反腐倡廉警示教
育宣传片，切实提高全体干部廉洁从政
意识。

海南医学院党委：扎扎实
实抓整改 为建设高水平医科
大学夯基垒台

问题：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弱化
整改：新一届学院党委班子立足新

班子、新作风、新作为、新气象，坚持以问
题为导向、以巡视整改工作为突破口，狠
抓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各项重大决策部署
的贯彻落实。学院党委书记作为第一责
任人，每周和巡视整改工作专班工作人
员共同研究具体整改事项，指导制定统
一工作模板，重点攻克老大难问题。强
化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细化明确
党委会、院长办公会职责，依法依规落实

“三重一大”事项。修订《海南医学院领
导班子沟通制度》等相关制度，召开巡视
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进一步增强班子
凝聚力。扎实推进更名医科大学工作，
配齐配强工作人员，严格把关申报材料，
认真做好迎检准备。

问题：公共工程和设备及服务采购
等项目监督不到位

整改：学院党委对2016年以来公共
工程、设备及服务采购等重点领域和环
节中项目管理失控、变更随意等违规违
法问题开展了专项整治工作，着重查处
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违规滥用职权、不
作为慢作为的情况。紧盯部门责任缺
失、项目管理薄弱、合同签订漏洞、资金
使用管理风险等突出问题，深挖表面问
题背后的思想原因和作风原因，堵塞制
度漏洞，出台《政府采购项目管理办法
（暂行）》等制度，强化“三不”机制建设，
构建全方位风险防控体系。加强自查
自纠和风险排查，核查2020年以来101
个院内项目招标材料，分析招标过程中
存在的廉洁风险点，制定廉政风险防控
措施。

问题：学院干部队伍建设抓得不紧
不实

整改：学院党委全面贯彻落实中央
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积极完
善学院干部队伍建设，改进作风、务实重
干，学院干部队伍建设有了新起色、新风
貌。成立院党委机构编制工作领导小组
及其办公室，印发《海南医学院机构设置
及领导人员编制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
10余份，完成党政管理部门和教学教辅
机构改革。2021年8月以来，学院已通
过公开招聘、公开选聘、工作调动等方式

引进管理人员，完成中层干部调整和选
任37人次，院内公开竞聘中层副职干部
23人，院外调入2人。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就
业局）党组：以上率下抓整改
促就业

问题：党组总揽全局能力有待加强
整改：局党组坚决扛起巡视整改主

体责任，坚持以上率下带头整改，一级
抓一级，全面梳理宣传贯彻省委七届八
次全会提出的22项工作，对未完成的

“提高干部自贸港建设素质能力”等12
个事项，一并纳入巡视整改统筹推进。
局党组书记组织重点园区重点企业到
海南大学、崖州湾科技城召开人才需求
座谈会，推动形成政校企合作共建机
制，其他党组成员结合分管业务到高新
区、产业园、市县重点企业解决用工招
聘、技能人才培养、毕业生就业等方面
问题。加强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
务，启动“2022届高校毕业生留琼返琼
就业创业”系列活动，组织市县、院校对
未就业毕业生开展贯穿全年的就业帮
扶，2021 届毕业生留琼率达 62%，较
2020年同期高3%。

问题：推进人力资源开发改革不力
整改：局党组积极推动公共就业服

务和自贸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改革，结
合就业部门职能，印发《进一步推进全方
位就业服务十条措施》，优化完善综合办
理窗口功能，在全国率先实现失业保险
金申领等12个服务事项全省通办，解决
失业人员不能跨市县就近享受就业服务
的难题，整合推出“一件事一次办、打包
办”等服务。针对档案查询服务没有实
现网上办理的问题，开发档案存放地查
询小程序，并与省政务平台“码上办事”
完成对接，目前已收录本局和19个市县
档案存放数据70万余条，页面访问累计
75万次。支持企业、院校、社会机构等
开展自主评价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已
组织26家企业、7家技工院校、7家行业
协会进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备案，遴选
公布两批共65家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开
展对社会技能劳动者等级认定。

问题：管党治党宽松软
整改：局党组坚决扛起管党治党责

任，将2021年9月定为“作风整顿建设
和警示教育月”，对2016年以来10个身
边案例以案释法，开展“回头看”警示教
育，对部分处级领导干部和家属开展家
庭廉政谈话，组织全局观看《坚守铁规》
《铁纪护航自贸港》廉政教育片。制定廉
政风险点和业务风险点排查防控表，修
订完善议事规则、财务管理制度、失业保
险业务经办流程、项目采购管理办法等，
从制度上加强风险防控。

洋浦经济开发区检察院
党组：立足检察职责抓整改

问题：贯彻执行中央专项工作决策
部署不够有力

整改：院党组牢牢把握检察工作正
确政治方向，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上
级决策部署，针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
保”的意见》，形成10项具体工作任务、3
项保障措施，提出13条具体措施，以本
院3个派驻重大项目检察工作站为依
托，研发“洋浦检察院助企平台”小程序，
为洋浦检察院与辖区企业架起沟通的桥
梁，2021年，通过助企平台发布参考案
例14件、检察微视频3个、检企连心桥简
报8篇，收到法律咨询13条。以“四大检
察”为法律监督格局，严厉打击损害企业
合法权益的犯罪，依法从严从快追诉，最
大限度帮助企业挽回损失。积极探索企
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作为首批企业合
规改革工作试点单位之一，主动对接洋
浦经济开发区“项目群”建设，探索督促
涉案企业合规管理，助力打造洋浦一流
营商环境。

问题：履行核心职能能力偏弱
整改：院党组注重提高政治站位，深

化思想认识，坚持将“求极致”的办案要
求落实到每一起案件中，树立公正与效
率并重的理念，精准把控办案节奏，合理
分配办案时间，持续推进“繁简分流”机
制，实现“简案快办”。2021年，全省检
察机关84项案件质量评价指标中，2次
退回补充调查率均为零，初显整改实
效。认真开展调查研究，通过调研形成
法律监督报告，摸清刑事、民事、行政检
察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中共中央关于
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
19条意见逐条展开研讨，制定具体整改
措施。扎实抓好涉非公经济控告申诉案
件办理工作，坚持贯彻“群众来信件件有
回复”的工作要求，做好7日内程序回复
和3个月办理情况或者结果答复，3起涉
非公经济控告申诉案件已顺利办结。

问题：党风廉政建设有待加强
整改：院党组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

党责任，认真学习院外院内违纪违法案
例，组织撰写警示教育感想，制定廉政教
育工作办法，明确责任部门、每年开展警
示教育活动次数及形式等内容，推动廉
政教育制度化、常态化，增强干警廉洁从
检意识。修订完善《洋浦检察院司法办
案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清单》，排查廉政风
险点，完善工作机制和措施，加强廉政风
险防控。发挥考核“风向标”“指挥棒”作
用，修订检察官业绩考评实施办法，将

“三项规定”和重大事项填报执行情况纳
入考核评价体系，推动“三项规定”贯彻
落实到位。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