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介会共有
26家企业参加

提供岗位400多个

涉及
服务员
厨师

采摘工
打包工

等多个工种

活动吸引求职者200多人

初步达成就业意向96人

“点对点”输送39人

“13510”
速办速结工作机制

即责任部门要在接到

信访部门转送信访件

的1天内进行研究部署
11

即 3天内向县委

县政府、分管领导

反馈办理情况
33

即一般性问题

原则上5天内

要落实解决
55

即重点难点问题要在1个月内落实解决，确实解决

不了的，书面提出可行性解决方案，报请县委县政

府同意后积极推动落实，并及时报告推进情况
11

即所有信访事

项都要跟踪到

底，销号清零
00

作风关乎形象，作风决定成
败。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
好作风不仅是战斗力、凝聚力，也
是生产力。“作风问题是所有问题
之源，作风建设首先要从问题着
手，敢于‘亮剑’。”保亭县纪委监委
主要负责人说。

保亭的干部队伍有着优良的传
统，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干部队伍作风方面还有不少问题，
甚至有些问题比较突出。此次全会

审议通过的《关于切实解决党员干
部作风突出问题的意见》，对此类干
部作了清晰的画像，分成了“佛系
式”“木偶式”“太平式”“说唱式”“踢
球式”“传话式”“任性式”“装睡式”

“机械式”“飘浮式”十类，为整个干
部队伍敲响了警钟。

好的作风不可能一蹴而就，需
要靶向治理、综合施策。认清上述
十类作风问题只是起点，关键还在
于如何解决问题。

全会强调，既要做好自查自
纠，也要习惯在群众、组织和社会
的“眼皮子底下”生活，广开言路、
虚心接受评判和“打分”；更要严肃
执纪问责，对作风突出问题露头就
打，寸步不让。要注重标本兼治，
既要有针对性地加强理论学习、政
策学习、业务学习、法规学习，自觉
扑下身子、沉到基层和群众中去，
聚集群众智慧，寻得干事妙招；又
要强化制度建设，努力实现作风建

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要营
造浓厚氛围，既要树立正面典型，
深入发掘、总结、宣传先进事迹，激
发党员干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
难关头豁得出去的决心斗志；又要
加强反面曝光，认真梳理工作反面
典型，加大通报曝光力度，加强警
示教育。要把作风效能转变成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打造“三区三
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本报保城9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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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锻造干部作风能力，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点燃发展新引擎 激发干事新活力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通讯员 谢贻炜

山明水秀生态美，
山城跃变正当时。当
前，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正处于转型和蝶变
的关键时期，面临着新
机遇、新挑战。如何书
写好高质量发展的新
篇章？符合实际的现
代化产业引擎和担当
实干、作风优良的干部
队伍缺一不可。

9月9日，中共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第
十四届委员会第四次
全体会议召开。全会
坚决贯彻落实省第八
次党代会精神，审议通
过了《中共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委关于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 推进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中共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委关于落实容错
纠错机制进一步激励
干部担当作为的实施
意见》《中共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委关于切
实解决党员干部工作
作风突出问题的意
见》，这不仅指明保亭
特色化、差异化、生态
化的发展道路之方向，
也为推进全县高质量
发展，持续强化执行力
建设，提供坚强的作风
保障。

“要跳出传统思维，发挥保亭
比较优势，做强做大十大特色重点
产业，构建保亭后房地产时代现代
产业体系。”日前，保亭县委主要负
责人主持召开十大特色重点产业
专题会，研究部署推动全县十大特
色重点产业发展。连日来，保亭坚
持“一手打伞、一手干活”，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菠萝蜜康
养综合体、七仙商品、呀诺达旅游
度假综合体等重点项目全力加快
复工复产。

经济发展，项目为王，产业先
行。省第八次党代会明确提出，现

代产业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引
擎”，要坚持四大主导产业不动摇，
不断做大做优做强细分产业。在
四大主导产业下，保亭提炼出最能
体现保亭特色、最能发挥保亭优势
的十大特色重点产业，为走好特色
化、差异化、生态化的发展道路绘
就了产业布局“蓝图”。

而此次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推进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意见》，则系统安排了今
后一段时间的重点任务，并紧扣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这个重点，首次明
确了全省四大主导产业与保亭十

大特色重点产业之间的关系：四大
主导产业是十大特色重点产业的
集成和源头，是全省“一盘棋”战略
安排；十大特色重点产业是四大主
导产业的细分和主攻方向，是依托
和发挥保亭优势的现实选择。

具体安排为：以气候康养、雨
林度假、运动探险、文化创意为重
点，推动旅游业提质增效；以总部
经济为重点，加快发展现代服务
业；以生物科创、智慧经济为重点，
积极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产业；以南
药开发、热带果蔬、休闲农业为重
点，发展壮大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这既是路线图，也是施工图。”保
亭县委主要负责人强调。

与此同时，保亭持续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在“两山”转化上走在
前、作表率，拿好“生态分”；积极
践行“三极一带一区”战略安排，
深度融入三亚经济圈，拿好“合作
分”；坚持共建共享、共同富裕理
念，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拿好“民
生分”；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以高
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拿好

“党建分”。为加快构建保亭现代
产业体系，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全
方位保障。

业由人兴，事由人为。构建现
代产业体系，推进高质量发展，关
键在干部，干部队伍的精神风貌和
能力水平直接决定了全县各项工
作的水平和质量。省第八次党代
会报告中提出“建立正向激励机
制，实施公职人员容错纠错办法和
案例发布、政商交往正负面清单等
配套制度，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
当、为负责者负责”。

2021年以来，保亭县委以换届
为契机，选出了一大批政治可靠、
思想活跃、务实担当的年轻干部，

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大幅提高，村级
班子年龄学历实现“一降一升”，乡
镇班子结构优、学历水平优、素质
能力优、平均年龄减，实现“三优一
减”，全县干部干事“精气神”得到
很大提升。

“但一段时间以来，容错纠错
机制没有得到充分运用，一些干部

‘不敢干’‘不想干’‘不会干’的情
况不在少数。”保亭县委主要负责
人表示，高质量发展大考要求全县
干部队伍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
使，协同作战，一体前进。全体干

部不仅必须合格，还要争取考高
分；不仅需要自身过得硬，还要带
领群众向前冲。

为此，全会审议通过《关于落
实容错纠错机制进一步激励干部
担当作为的实施意见》，以七方面
有力举措靶向发力，精准破解难
题，为全县党员干部增活力，添动
力。

具体内容为：鲜明树立讲担当
重实绩的用人导向，释放“为负责
者负责、为担当者担当，让有为者
有位、能干者能上、优秀者优先”的

强烈信号；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
制，用好考核结果，发挥考核“指挥
棒”的激励鞭策作用；健全容错机
制，完善纠错机制，落实保护机制，
挖掘、发布容错纠错案例，让更多
干部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强化能
力培训，注重实践锻炼，推动干部
交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
伍；加大关心关爱力度，落实谈心
谈话制度，发挥政策激励作用，加
大表彰奖励力度，激发党员干部关
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
去的决心斗志。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难题不仅可以‘一站式’化解，而
且办事效率高，是真正为民办实事。”
近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居
民黄先生回忆起信访问题解决的全过
程，再次为政府办事效率点赞。高效
的背后要归功于保亭今年6月探索推
行的信访“13510”速办速结工作机
制，这串数字不只是事项速办速结的
节点，还体现了该县强化完善提升信
访工作机制的决心。

今年7月，黄先生向保亭县信访
局电访反映，小区因树木遮挡，影响采
光和挡风，小区物业却以树太高，修剪
工作存在安全隐患为由，迟迟未予以
解决。

当时，保亭正推行领导接访常态

化机制。7月20日，保亭县政府主要
负责人接待来访群众黄先生，并按照

“13510”工作机制中的“即日转办，5
日速结”有关规定及“谁主管、谁负责”
原则，明确由县房产中心督促物业履
行小区绿化养护义务。并要求当日
内，保亭县园林环卫服务中心会同县
房产中心工作人员及物业公司代表到
现场核实情况。经现场核实确认，该
树木在公示后可修剪移除。

“但因小区内道路狭小，高空作业
车辆难以进入。”保亭县园林环卫服务
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该中心按照

“13510”工作机制中“3日反馈，5天
化解，清零销号”的要求，及时将该堵
点问题上报。7月21日，现场协调会
研究决定由南美小区物业邀请第三方
公司搭建脚手架，在县园林环卫中心

的指导下完成安全修剪作业。
信访工作是反映政府工作质量

的一面镜子，亦是群众心声的传话
筒、连心桥。2020年，保亭在全省信
访年度考核中处于落后位置。“这是
因为过去重心放在接访、转办等环
节，忽视了督办、答复，导致信访件转
办时间长，信访‘三率’偏低。”保亭县
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在实地调
研中发现了“病灶”。

为了做好信访全流程工作，摆脱
落后局面，保亭找准信访工作短板弱
项，强化完善提升信访工作机制，严
格实行信访工作“周报告，月总结”机
制，对各项数据指标进一步量化，对
群众反映的重点领域信访件进行梳
理研判。

与此同时，保亭发挥信访工作联

席会议机制作用，对上访户进行“面对
面”“心贴心”谈心劝解，集中研究攻克
中央交办的首批疑难重访件17件。
2021年，保亭信访年度考核全省排名
跃居第8名。

今年6月，保亭县委主要负责人
作出“压实信访工作责任，着力提高信
访事项‘三率’，实现重复信访积案清
零化解”要求。在原有基础上，保亭县
信访局探索推行“13510”速办速结工
作机制，通过进一步明确规范信访工
作流程，优化提升处理质效。

“13510”工作机制的推广应用，
实现保亭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协调、督
导力度的显著提升。保亭突破以往

“拖着办”的惰性思维，首次提出信访
矛盾“周办结”、信访难题“月清零”的
新要求，将原信访工作规定受理期限

15日缩短至3日，信访件办结期限60
日缩短至30日。

截至目前，全县妥善速解信访件
219件，在2022年上半年信访工作考
核中，保亭全省排名第1名，有效提升
了该县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和治理效
能，群众满意度显著提升。

此外，保亭坚守“信访无小事，事
事关民心”理念，时刻践行“13510”工
作机制中“积案实时清零”有关规定。
据悉，今年6月，保亭成立2022年“信
访积案清零百日攻坚专项行动”领导
小组，高位推动积案攻坚工作，通过落
实强化督导检查，严格奖惩机制，领导
全程包案、积案专班运行、闭环跟踪化
解等措施，于7月底在全省率先完成
了信访积案百日攻坚化解工作任务。

（本报保城9月15日电）

保亭探索推广信访“13510”工作机制，打造高质量信访品牌

紧盯短板攻坚发力 推动信访提质增效

保亭工商联与检察机关沟通
联系机制入选全国典型事例

本报讯（记者王迎春）近日，第四届民营经济
法治建设峰会在北京举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
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会上联合发布《工商联与检
察 机 关 沟 通 联 系 机 制 典 型 案 事 例（2019-
2022）》，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工商联与保亭县检
察院共建沟通联系机制是我省县域中唯一入选典
型案例。

据悉，保亭县工商联与检察机关沟通联系机
制是双方为协力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深化常
态沟通、搭建服务平台、创新工作模式等方面的积
极探索创新之举。

近年来，保亭县检察院积极转变司法理念，
组成工作专班，采取有力措施，打造“民营企业家
门口的检察院”，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12309
检察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法律服务，设
置了服务民营企业“绿色通道”，实施检察官首办
制和检察长接待日制度，优先快速办理涉企控告
申诉案件、回应企业诉求，为企业提供便捷高效
服务。

保亭县检察院先后聘任12名民营企业家为
联络员，以“检察机关—工商联—企业”三方常态
互动工作机制打通检企对接“最后一公里”。此
外，保亭县检察院还多次邀请当地民营企业家代
表参加“服务‘六稳’‘六保’护航民企发展”检察开
放日等活动，面对面听取民营企业家对检察工作
的意见建议。

去年，保亭县检察院建立了全省第一个专门
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的案件指导小组，对该院检
察官办理涉民营企业家和管理人员的案件进行指
导和监督。保亭县检察院还建立了涉民营企业案
件快速办理机制，成立全域旅游检察办案中心，其
办公地点紧邻保亭主要旅游景区大门，定期安排
检察官值班，现场开展涉旅法治宣传、旅游公益诉
讼、行政检察监督案件受理等工作。

保亭举办2022年农村劳动力
转移务工岗位推介会

本报保城9月15日电（记者王迎春 通讯员
吴雪倩）9 月 14日上午，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2022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务工岗位推介会在该县
七仙广场保城就业驿站举办，通过搭建企业和劳
动者供需平台，鼓励引导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
移务工，助农增收。

活动现场，来自全县各乡镇的求职者穿梭在
各企业展台之间，寻求自己心仪的岗位。为鼓励
引导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务工，各乡镇工作
人员奔走在各个咨询台前，详细了解企业的用工
需求，为求职者们推荐合适的就业岗位。

据了解，此次农村劳动力转移务工岗位推介
会共有26家企业参加，提供岗位400多个，涉及
服务员、厨师、采摘工、打包工等多个工种。活动
吸引求职者200多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96人，

“点对点”输送39人。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县里举办的农村劳动力

第一次岗位推介会，有效解决了企业招工难和群
众求职难的问题，助力复工复产和乡村振兴。”保
亭县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彭志芬表示，今后保亭
将常态化开展此类活动，充分发挥就业驿站在岗
位收集、岗位推送、精准对接等方面的作用，对有
外出务工意愿的劳动力提供“点对点”、不间断的
就业服务。

依托优势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容错纠错 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敢于“亮剑” 锤炼干部过硬作风

推介会现场，求职者在企业展台了解岗位。
本版图片均由保亭县委宣传部供图

本版制图/陈海冰

俯
瞰
保
亭
县
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