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东针对全县所有行使公权力人员出台野禁酒令冶
严禁身着工作制服在公共场所饮酒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陈韬 通讯员 林东冤 日前袁
中共乐东黎族自治县委办公室和乐
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
下发 叶关于进一步严肃工作日禁酒
纪律的通知曳(下称叶通知曳)袁对严禁
饮酒行为情形进行了详细规定袁违
反叶通知曳规定人员将被追责遥

根据叶通知曳袁上述人员严禁在
工作时间内和工作日中午饮酒曰严
禁在各类会议尧 考察调研尧 学习培
训尧检查指导尧请示汇报等公务活动
期间饮酒曰 严禁在执行公务期间饮
酒曰严禁携带枪支尧弹药尧档案尧案
卷尧案件材料尧秘密文件或者其他涉
密载体饮酒曰 严禁身着工作制服在

社会公共场所饮酒曰 严禁到可能影
响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形象的场
合喝酒曰严禁酗酒尧赌酒尧斗酒尧劝
酒尧酒后滋事尧酒驾等有损党和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形象的行为遥
对违反禁酒规定袁情节较轻的袁

给予诫勉谈话尧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或通报批评曰 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

响或严重后果的袁 按照干部管理权
限袁给予(或建议)停职检查尧免职等
组织处理或党纪政务处分曰 触犯刑
律的袁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遥对于执行规定不力袁多次发生
顶风违纪的单位袁 将启动 野一案双
查冶袁追究单位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
的责任遥 举报电话院85526177遥

02时政/要闻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袁省委宣
传部尧省文体厅尧省记协自即日
起袁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案
件线索举报遥 我们郑重承诺院严
守保密规定袁对重要线索一查到
底袁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遥
举报电话院
12318渊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冤
66810531渊省记协冤
举报邮箱院hnx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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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陈王凤冤 7 月 11 日召开的
七届省政府二次全会提出袁 要加
强督查工作提升政府执行力遥 7
月 12 日上午袁省长沈晓明就政府
督查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袁 听取
省政府督查工作汇报袁 观看省政
府网上督查演示袁 与新到任的 4
名省政府督查专员及督查室干部
进行了座谈遥

就进一步加强督查工作袁沈晓
明要求院一是督查工作要在转型中
得以加强遥要从督查室自己督查向
多方共同督查转变袁从线下督查向
线上督查转变袁从重视时效向重视
质量转变袁从电话督查为主向现场
督查为主转变袁将督查重点放在具
体工作落实及其成效上袁不断提高
督查工作专业性尧 权威性和建设
性遥二是督查工作要在体制机制创

新中得以加强遥要加强网上督查室
建设曰要研究制定符合海南实际和
政府运行规律的督查体制袁 防止
野任性督查冶袁理顺日常督查和专项
督查关系尧 督查专员和督查室关
系袁建立健全立体式尧多层面督查
体系遥 三是不断加强督查队伍建
设遥 督查干部要牢固树立野四个意
识冶袁在思想上尧政治上尧行动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袁在学深学透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野4窑13冶重
要讲话尧 中央 12号文件精神方面
走在前列袁 要客观公正一心为公袁
刻苦钻研业务袁做业务上的野多面
手冶尧个别领域中的野专家冶袁客观真
实地向省政府反映情况曰要关心爱
护督查干部遥

省政府秘书长倪强参加调研遥

沈晓明在调研省政府督查工作时要求

努力提升督查工作的
专业性权威性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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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肖卫香冤 7月 11日袁国家新能源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海南分中心在海南
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揭牌成立遥
该中心依托海南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
技园建设袁 旨在推进海南新能源技术
的快速发展袁 助力海南建设国家生态
文明示范区遥

据悉袁 国家新能源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海南分中心创研团队目前共有 15
名工作人员袁其中博士 7人尧硕士 4人袁
设有理事会尧学术委员会尧研发部尧工程
部尧实训部尧信息资源部等 6个部门遥

国家新能源技术研究中心

海南分中心揭牌

省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

7月17日开幕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肖卫香 实习记者 魏铭纬冤 7月
12日袁海南省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新
闻发布会海口举行遥 商报记者从会上
获悉袁 海南省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将
于今年 7月 17日至 7月 19日在海口
召开袁会期 3天遥将有 344名省工会七
大代表出席大会袁届时袁将表彰一批省
工会系统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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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王凤冤 今年是脱贫攻坚作风
建设年袁 为集中曝光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查处的典型案例袁 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网站开通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曝光专区袁不定期通报典型案例袁强化
压力传导袁促进责任落实袁持续发挥示
范引导和警示震慑作用遥 今年第二次
通报 20起典型案例袁其中海南 1起遥
通报中曝光了海南省琼海市龙江

镇蒙养村村委会副主任程守春收受他
人财物问题遥 据悉袁2016 年至 2017
年袁程守春在贫困户识别尧扶贫物资发
放尧办理危房改造申请等工作中袁利用
职务便利袁 先后收受贫困户王某某等
4人财物共计 2200元遥 2018年 4月袁
程守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袁 违纪
资金已被追缴遥

中纪委网站通报

琼海一村副主任
收受财物被处分

海南环保世纪行活动在白沙县实地考察袁建议要要要

垃圾与污水处理不可重建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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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实习记者 王茹 摄影报道冤 7月
12日袁美丽乡村建设情况专题调研
暨 2018海南环保世纪行活动的第
四站来到了白沙县遥副县长何方长
在汇报座谈会上向调研组一行介
绍了白沙县美丽乡村建设总体情
况袁此外调研组一行在实地考察过
程中对发现的问题给予了针对性的
建议遥
何方长介绍袁 目前白沙县已建

成美丽乡村村庄 85个袁已经打造出
自身优势主导产业袁例如白沙绿茶
等遥 何方长说袁 白沙县美丽乡村建

设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污水处
理设备重建轻管袁垃圾分类在野户分
类冶环节做的不到位遥
在调研组实地考察的第三站芭

蕉村袁 村里人工湿地的污水处理能
力虽然比较良好袁但水量较少袁管理
方面也有所欠缺曰 在实地考察的第
二站白准村袁 虽然村里垃圾每日收
集后转运一次袁 但在垃圾分类方面
有所欠缺遥
此外袁此次调研过程中袁省人大

常委党组副主任许俊还指出袁 除了
将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作为美丽乡
村建设工作中的重要任务袁 还需做

好规划袁 将白沙县美丽乡村建设中
的统筹工作落实到位袁经济收入尧人
均收入以及公共设施等方面须环环
相扣袁 农村集体经济改革要进一步
加强袁要走投资可持续尧发展可持续
的特色道路遥
在芭蕉村袁 村里有五幢用于民

俗旅游的房子遥村民告诉记者袁一幢
租一晚只需 500元袁虽然也有游客袁
但流量较小遥主要原因在于袁民宿周
边配套设施不够完善袁 难以吸引游
客袁因此也难以促进经济收入遥
在白准村袁 村里的危房改建工

作已经全部完成遥 脱贫小队副队长

符焕贺告诉记者袁 村里盖的新房政
府都有相应补助袁 基本上是村民贷
款 5万袁自己再掏 3万元遥问及是否
还完贷款时袁符焕贺摇了摇头袁并告
诉记者袁 由于自己的脚之前打工受
过伤袁现在收入不稳定袁有时候可能
一天都没收入遥

同样情况的白准村村民的叶
海珠向记者介绍袁现在家里主要经
济来源就是帮哥哥收胶袁但收入也
不稳定袁 有时候一天六七十元袁有
时候一天也没什么收入遥但叶海珠
表示袁政府做了很多袁已经非常感
谢政府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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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王凤冤 7 月 12日下午袁 省长
沈晓明率省政府领导班子与 7 位企
业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进行座谈袁
就提升政府执行力袁 构建法治化尧国
际化尧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进行面对面
交流遥
会上袁观澜湖集团主席朱鼎健尧海

南信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召华尧 海南华锦旅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繁华尧 中免集团三亚免
税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青霞尧 海南
天涯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董事
长羊学裘尧 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薛中尧 海南金畅现代物流中心
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跃光就人才招聘尧
政策稳定性尧事中事后监管尧政府执行
力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遥 现场气
氛热烈袁双方互动频频袁沈晓明边听边
记袁不时回应遥 对企业提出的诉求袁当

场指定政府相关部门立即调查研究袁
尽快解决遥

沈晓明感谢大家提出的意见和
建议袁表示有启发尧有收获袁进一步了
解到了政府工作中的薄弱环节袁政府
有关部门将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
认真研究遥 他指出袁海南正在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野4窑13冶重要讲
话和中央 12号文件精神袁 建设全域
自贸试验区袁并逐步探索尧稳步推进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遥 营商环
境袁是自贸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顺利
推进的重要因素遥海南营商环境还有
许多地方需要优化改进袁各级政府相
关部门要不断提升执行力袁急企业之
所急袁 想企业之所想袁 针对民企尧外
企尧国企等企业的不同需求努力改善
服务保障能力袁确保市场公平尧透明尧
可预期袁使海南营商环境符合自贸区
建设要求遥 海南企业小企业少袁发展

不容易袁更加需要政府的支持袁要围
绕野让企业怎么能在海南赚钱冶建设
好营商环境袁帮助企业解决实实在在
的困难袁激发市场需求袁努力让国内
外的市场主体愿意来海南袁并且在海
南能引进需要的人才尧 有生意做尧能
赚钱遥

副省长刘平治尧 彭金辉尧 范华
平尧苻彩香袁省政府秘书长倪强参加
座谈遥

沈晓明在与企业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座谈时表示

要优化营商环境
确保市场公平透明可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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