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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公共交通满意度排名前十的城市院
拉萨尧宁波尧天津尧大连尧乌鲁木齐尧银川尧
昆明尧上海尧南京尧厦门遥

于公共安全满意度排名前十的城市院
拉萨尧宁波尧上海尧济南尧南京尧珠海尧北京尧
重庆尧天津尧青岛遥

盂公共住房满意度排名前十的城市院
珠海尧重庆尧杭州尧大连尧厦门尧哈尔滨尧宁
波尧贵阳尧银川尧拉萨遥

榆基础教育满意度排名前十的城市院
拉萨尧大连尧宁波尧厦门尧珠海尧济南尧上海尧
汕头尧昆明尧重庆遥

虞社保就业满意度排名前十的城市院
拉萨尧珠海尧宁波尧上海尧昆明尧厦门尧重庆尧

北京尧济南尧银川遥
愚医疗卫生满意度排名前十的城市院

拉萨尧宁波尧南京尧厦门尧珠海尧海口尧济南尧
重庆尧合肥尧北京遥

舆城市环境满意度排名前十的城市院
拉萨尧昆明尧海口尧厦门尧珠海尧深圳尧银川尧
青岛尧重庆尧上海遥

余文化体育满意度排名前十的城市院
拉萨尧珠海尧宁波尧厦门尧海口尧昆明尧济南尧
大连尧重庆尧北京遥

俞公职服务满意度排名前十的城市院
拉萨尧重庆尧海口尧珠海尧厦门尧宁波尧北京尧
上海尧南京尧昆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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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甸五西路南海大厦

1211 电梯毛坯房袁137.5 平米袁
3房 2 厅 2卫袁无西晒袁面海方
向曰有转角大凉台袁顶层天台花
园袁夏天不热袁通管道燃气曰25
小学区房袁 离白沙门公园 5分
钟路程袁附近有超市尧菜场袁交
通方便袁有多条公交线路经过袁
4288/平方曰满五独套袁可按揭袁
有意购买者价格可谈遥联系人院
陈先生 13807654110曰地址院海
甸五西路加油站后面 200米南
海大厦遥

回内地好房急售
商报讯渊记者 蔡磊)商报记者

从省政府网站获悉袁 我省日前任
免一批领导干部遥

省人民政府决定院
温强任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校

长渊试用期一年冤袁免去其海南师
范大学副校长职务曰

敖力勇试用期满袁 经考核合
格袁 正式任命为省旅游发展委员
会副主任曰

周平任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副
主任渊试用期一年冤曰

林敏试用期满袁经考核合格袁
正式任命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
厅长曰

黎岳南任省教育厅副厅长
渊试用期一年冤曰

张姝为任省交通运输厅副厅
长渊试用期一年冤曰

周学双任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总工程师渊试用期一年冤曰
王丽芳试用期满袁经考核合格袁正
式任命为省公务员局局长曰

赵微任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渊省就业局冤局长曰

王生辉试用期满袁 经考核合
格袁 正式任命为省经济责任审计
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 渊副厅
级冤曰

符传君试用期满袁 经考核合
格袁 正式任命为省防汛防风防旱
总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渊副厅级冤曰

张进试用期满袁经考核合格袁
正式任命为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副主任曰

汪葛平试用期满袁 经考核合
格袁 正式任命为省地方税务局总
会计师曰

刘春梅试用期满袁 经考核合
格袁 正式任命为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副局长曰

王积孝试用期满袁 经考核合
格袁 正式任命为省人民防空办公
室副主任曰

王尤魁试用期满袁 经考核合
格袁 正式任命为省发展控股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曰
李传芳试用期满袁 经考核合

格袁 正式任命为省监狱管理局副
局长曰

何辉试用期满袁经考核合格袁
正式任命为省戒毒管理局副局
长曰

张松林试用期满袁 经考核合
格袁正式任命为省行政学院尧省社
会主义学院副教育长曰

卢贵清试用期满袁 经考核合
格袁正式任命为省考试局副局长曰

麦有冠任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副巡视员曰

免去贺连升的省公安厅副巡
视员职务袁办理退休曰

免去李公羽的海南广播电视
总台副台长职务袁办理退休袁退休
时间从 2015年 10月起计算遥
省人民政府同意院
提名张韵声为省农垦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人选袁免
去其省公安厅副厅长尧 警令保障

部部长职务曰
提名王业侨为省农垦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人选袁免
去其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职务曰

提名林进挺为省农垦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选
渊保留正厅级待遇冤袁 免去其省农
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尧 总经理
职务曰

提名王任飞为省农垦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选袁
免去其省农垦总局副局长职务曰
提名张志坚为省农垦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选袁
免去其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尧副总经理职务曰

提名杨志成为省农垦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选袁
免去其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尧副总经理职务曰

免去刘大卫的省农垦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职务袁另有任用遥
有关手续袁请按规定办理遥

省政府任免一批领导干部

叶通知曳指出袁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要提前谋划部署袁 结合学习贯
彻新修订的 叶中国共产党廉洁自
律准则曳和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曳袁 加强党章党规党纪教育袁
通过各种形式加大宣传教育力
度袁向党员干部发信号尧打招呼尧
提要求袁 营造崇廉尚俭的节日氛
围袁 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抵制不正
之风遥

叶通知曳明确袁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要积极督促各级党组织切实履
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袁管好班
子尧带好队伍袁抓早抓小尧动辄则
咎袁 坚决维护党规党纪的严肃性遥
各级党组织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和省二十条规定精神袁严禁借
节日之机用公款购买尧发放尧赠送
礼品和购物卡曰严禁借节日走访或
以工作汇报名义公款走访尧 送礼尧
宴请曰严禁以同乡会尧校友会尧战友
会等各种联谊活动名义用公款请

客送礼曰严禁借节日之机突击花钱
和违反规定滥发津贴尧补贴尧奖金尧
实物曰严禁公车私用尧违规驾驶公
车曰严禁借各种名义组织和参与用
公款支付的旅游度假和高消费健
身尧娱乐等活动曰严禁接受管理和
服务对象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
单位和个人的现金尧 有价证券尧支
付凭证尧贵重物品曰严禁大操大办
婚丧喜庆借机敛财遥

海南省纪委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风清气正过野两节冶

严禁借节日用公款购买发放礼品

综合评价排名中袁民众满意
度位列前十的城市包括院 拉萨尧
宁波尧厦门尧珠海尧海口尧重庆尧大
连尧上海尧昆明尧银川袁其中袁海口
排名第 5袁分数为 61.84遥 备受关
注的野北上广冶中 袁北京排名第
19袁 上海排名第 8袁 广州排名第
25遥 蓝皮书指出袁目前从空气质
量看袁 得分最高的拉萨以 86.17

分遥遥领先袁昆明尧海口得分位
列第二尧第三名遥

蓝皮书的调查显示袁2015年
民众最关心的基本公共服务中袁
排名前三的是医疗卫生尧 公共交
通尧社会保障和就业遥其余高至低
依次是公共住房尧城市环境尧公共
安全尧基础教育尧文化体育和公职
服务遥海口在医疗卫生满意度尧城

市环境满意度尧文化体育满意度尧
公职服务满意度均排名前十遥

据了解袁 蓝皮书按照优化的
基本公共服务力评价指标体系袁
通过 24549份调查问卷袁从交通尧
安全尧住房尧医疗尧教育尧环保尧文
化体育尧公职服务九方面袁对全国
38 个主要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
力进行全面评价和深入研究遥

中国社科院发布叶公共服务蓝皮书曳

海口公共服务满意度排名第五位

商报讯渊记者 叶娇冤据海南廉政网官方微信 12月 27日发布消息袁日前袁海南省纪委
印发叶关于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确保 2016年元旦春节风清气正的通知曳渊以下简称叶通知曳冤袁
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履行职责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袁确保中央要求落到实处遥

叶通知曳强调袁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袁 实践
好监督执纪野四种形态冶袁坚持从严
执纪袁 紧盯节日期间违规违纪等突
出问题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袁典型问
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遥 要制定切实
可行的明察暗访工作方案袁紧盯野四
风冶的新形式尧新动向袁警惕穿上野隐
身衣冶的享乐主义尧奢靡之风遥 要公
开举报信息袁拓宽监督渠道袁综合运
用 12388举报电话尧 网站微信等手
段袁形成无处不在的监督网遥要用好

责任追究这个利器袁对问题突出尧发
现问题隐瞒不报尧拖延不查尧追责不
到位的地区和部门实施一案双查袁
严肃追究有关党委尧纪委的责任遥

叶通知曳要求袁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要强化对本地区尧 本单位纪检监
察干部的教育尧监督和管理袁对执纪
违纪的干部一律从严从重处理袁坚
决防止和解决野灯下黑冶问题遥 广大
纪检监察干部要带头落实叶通知曳和
廉洁自律要求袁自觉做守纪律尧讲规
矩的表率遥

严禁以同乡会等活动名义用公款请客送礼

警惕穿上“隐身衣”享乐主义奢靡之风

海南各市县纪委举报联系方式
单位 举报方式 单位 举报方式

商报讯渊记者 蔡磊冤日前袁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服务蓝皮书课题组发布 2015年
叶公共服务蓝皮书曳遥按照优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力评价指标体系袁通过 24549份调查问
卷袁从交通尧安全尧住房尧医疗尧教育尧社保就业尧城市环境尧文化体育尧公职服务等九方
面袁对全国 38个主要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力进行全面评价和深入研究遥在中国 38个
主要城市的公共服务评价对比中袁海口获得 61.84分袁位列第五遥

38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力评价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