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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动态

打 开“ 钉 钉 ”软 件 ，点 击“ 考 勤 打
卡”，秒速完成打卡。9 月 18 日，市接待
办科员鲁卫卫出外勤办事，通过移动办
公系统完成了当天上午的打卡任务，平
台显示打卡时间为上午 6 时 43 分，地址
为市委党校。这是市接待办推广使用
移动办公系统后，每一个工作人员的打
卡常态，考勤不再局限于固定地点的打
卡机，扶贫下乡、外出工作的人员都能
移动打卡。

与此同时，市委组织部下发通知，全
面推广运用“钉钉”软件加强“三会一课”
和“党员活动日”等纪实管理，拓宽系统
应用功能，创新三亚相关部门党建工作。

“钉钉+”借助“互联网+”带来的移
动办公，正在影响政府部门的工作方
式，为各部门开展各项工作提升效率和
管理水平。

创新办公：实现考勤打
卡、误餐申请等在线操作

9 月 14 日下午 17 时开始工作，至当
天晚上 21 时 40 分结束工作，工作时间
4.7 小时，申请晚餐误餐。当天，市接待
办车队王槐通接到任务，开车接送领导
外出调研，结束任务后通过“钉钉”在线
申请误餐，部门领导和单位分管领导先
后审批通过。王槐通即完成了误餐申
请、审批。在打印的“接待任务误餐申
领审批”单上，王槐通申请误餐的情况
被详细记录下来。

除了考勤打卡、误餐申请，三亚日
报记者通过操作“钉钉”平台，发现使用
该系统还可以实现在线签到、请假、报
销，也可以写工作日志、领用物品、申请
用车，甚至可以在线申请调岗、离职、转
正等人事管理。鲁卫卫说，相关的工作
都可以在手机上提出申请，然后按规则
由对应的领导审批，并且自动生成表
格，完成工作事项申请、审批。

市委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市接待
办探索使用移动办公系统以来，结合本
单位实际和全体干部职工的反馈意见，
目前已充分挖掘和利用了考勤打卡、外
出请假、误餐申领、加班申请、车辆使用
审批、油料经费使用管理、车辆行驶档
案、值班日志、资料共享、协同作业、视
频电话会议等功能模块，并外接了“授
课学堂”在线学习 APP 和“安恒密盾”第

三方加密 APP，极大地方便了办公，提
升了工作效率。三亚公车改革后，市接
待办还通过“钉钉”加强车辆使用管理，
针对每台车辆设计行驶档案，详细记录
每台车的使用情况。

据了解，目前个别省份和公安系统
使用“钉钉”平台较多，而目前三亚相关
部门使用微信办公情况较多，使用“钉
钉”的情况还不算多。对比微信和“钉
钉”的功能模块，以及结合工作需要，市
接待办率先运用“钉钉”平台进行办公，
并尝试在市委办推广。鲁卫卫说，“从
目前情况来看，使用效果不错，打卡方
便了，移动审批也变得更便捷了。”

全面推广：加强“三会一
课”“党员活动日”等纪实管理

“钉钉”是阿里巴巴集团打造的一
款移动办公软件，也是一个免费沟通和
协同的多端平台系统。它集即时消息、
短信、语音、视频等沟通手段于一体，并
根据政府行业的业务属性及特殊要求

而定制，可以为政府系统工作人员提供
点对点的消息服务、提醒服务。

近日，市委组织部下发《关于运用
“钉钉”软件加强“三会一课”和“党员
活动日”等纪实管理的通知》，要求全市
农村、社区、机关、学校、国有企业、“两
新”组织等各领域基层党支部，使用“钉
钉”加强“三会一课”和“党员活动日”
等纪实管理。

三亚日报记者从市委组织部了解
到，纪实管理内容涵盖了“三会一课”等
党内组织生活制度，包括每月 1 次支委
会，每季度 1 次支部党员大会、1 堂党课
等；“党员活动日”活动，包括领导干部

“送百堂党课下基层”，宣讲十九大精神
和省七次党代会精神等；党务、村务、财
务及其他公开，主要指村（社区）每季度
的党务、村务、财务公开，以及随时公开
的重要事项；“四议两公开”情况，主要
指村（社区）按照要求召开支部党员大
会、村（居）民代表或村（居）民会议审
议并决定村（社区）重大事项。

纪实管理程序需要做到实时签到，
上传带有水印的现场照片；上传日志，
并添加上传开展活动时所拍照片；同时
通过后台统计的方式对相关数据进行
比对分析，看基层党组织是否落实“三
会一课”，是否开展“党员活动日”，是
否执行议事决策程序，是否做到公开公
示。此外，对未及时开展活动的基层党
组织通过“钉钉”软件的电话、短信等予
以提醒，督促其及时补课，切实做到全
程留痕动态管理。

目前，市直机关工委共采集市直属
部门各党委（工委）、各基层党组织管理
员 521 名。各党（工）委管理员对所管
理的下级党组织管理员工作情况进行
监督管理，督促其及时开通注册钉钉，
并对每月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上报
并及时维护更新下级党组织管理员的
姓名和手机号码；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
令检查所管理下级党组织日志上报情
况；根据本级党组织的工作需要，向下
级党组织下达工作指令。各基层组织
管理员及时向本级党组织负责人汇报
上级党组织下达的工作指令；及时对上
级党组织发布的各项工作指令组织实
施，并在时间节点内上传日志；向上级
管理员反馈系统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及不足。

三亚政务上“钉钉”
移动办公高效率

本报记者 陈吉楚

本报讯（记者 曹阳）为积极响应三
亚在国庆、中秋两节期间开展“搬家式”
大扫除活动的号召，营造浓厚的节日氛
围，9 月 19 日下午，市委宣传部、市供电
局组织干部职工到友谊社区开展“搬家
式”大扫除活动。

当天下午，来自市委宣传部和市供
电局的 30 余名干部职工早早地在社区
集合，大家拿起工具，在友谊社区外贸路
及附近路段开展大扫除活动。清扫落
叶、清洗槟榔水、揭除小广告……大家分
工明确，认真地清理着任何一处可能存
在的卫生死角。

不仅如此，在社区负责人的带领下，
大家还走进街边的小区，劝导居民不要
在自家门前乱挂小广告牌、乱绑晾衣绳，
帮助居民落实“门前三包”。

在外贸路滨海公寓，三亚日报记者
在现场看到，通过“巩卫”工作，公寓门前
的路面已经完成了硬化工作，曾经污水
横流的现象已消失不见，公寓楼下还整
齐地画出了两排电动车停车位，实现了
电动车的有序停放，卫生环境和秩序得
到了明显改善。目前，社区正在积极帮
助公寓推进门前汽车停车位的重新规划
工作。

本报讯（记者 林志猛）9 月 19 日上
午，为期 2 天的 2017 年全市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督管理员培训班举行，来自全市
各区、各农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负责
人和全市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员 200 多人参加了培训。

据了解，本次培训班培训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员只负责冬季瓜菜田
间地头和批发收购档口的检测。通过培
训，使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进一
步加深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重要性的
认识，提升各方面的业务水平，增强三亚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提升农产品
质量安全水平。

在本次培训班上，由海南省现代农
业检验检测预警防控中心讲授农产品质
量安全现状及监管对策，省植保总站负
责人对新颁布的《农药管理条例》进行解
读和宣讲。市现代农业检验检测预警防
控中心副主任麦昌青讲解了安监员采
样、快速检测技术。

麦昌青说，快速检测是执行国家标
准规定程序方法，在较短时间内对农产
品中是否含有有机磷农药和氨酸甲酸酯
类农药进行筛选的检测，适用于新鲜果
蔬等农产品快速定性检测。蔬菜主要检
测是否含有有机磷、氨基甲酸酯这类农
药残留，相对来说，这两类农药残留物质
会危害群众身体健康。如果蔬菜样品快
速定性检测抑制率小于 50％，按照国家
标准判定蔬菜样品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
类农药不超标。

据了解，目前，三亚着力构建和完善
市、区（农场）、村三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体系，建立健全相关责任制度和监管
制度，并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纳入绩
效考核范围，特别是要建立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协同机制，将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重点落实到生产基地、收购、贮运、
加工和流通环节，这样就能够确保农产
品从产地至餐桌的安全，确保市民吃上
安全的农产品。

本报讯（记者 袁燕）针对近期市容
市貌中有所反弹的一些乱象，为巩固“创
文巩卫”工作成果，9 月 19 日下午，市委
常委、秘书长邓忠带队督查调研了“市容
市貌大整治”工作。

督查组一行从市委统一乘中巴车出
发，沿榆亚路—鹿岭路—鹿回头—榆亚
路—吉阳大道—迎宾路—凤凰路—育新
路—海虹路—新城路—三亚湾路—河东
路一路查看，督查调研行程基本覆盖市
区主干道。

一路上，督查组重点查看了沿街悬
挂小广告牌和横幅、加盖铁皮屋等乱搭
乱建、黄土裸露、违法建筑、绿化美化、
建 筑 工 地 规 范 、建 筑 立 面 规 范 整 治 等
情况及其他需要列入市容市貌大整治
范围的事项。督查组发现，在榆亚路、
迎 宾 路 、凤 凰 路 、新 城 路 、三 亚 湾 路 等
主 干 道 的 不 少 路 段 ，的 确 还 存 在 着 不
少 楼 体 悬 挂 小 广 告 牌 和 横 幅 、路 边 小
工地不设围栏违规作业、道路交通标示
线陈旧模糊、行道树木遭台风毁坏还未
得到及时换种等情况。督查组当即现场

办公，将具体查看、规范和整改工作一一
落实到人。

在三亚湾大力神广场上，邓忠召开
督查组现场会，提出相关要求：第一，高
度重视，及时整改。三亚旅游旺季即将
到来，而随着“创文巩卫”暗访工作的结
束，城市管理方面各种不好的现象有所
反弹，各区、各相关单位在认识上要高度
重视，尽快行动，马上落实。第二，建立
长效机制。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的优
势，各区通过网格长、网格员及时发现问
题，及时落实整改。第三，创新管理机
制。市综合执法局要研究一套机制，在
各区执法队伍中建立考核、考查、奖惩机
制，加强自查自改功能，切实有效地提高
城市综合执法管理水平。第四，确保主
干道修扩建工程按时完工。市住建局、
市环卫局要排查正在修建的公路、道路
和管网工程情况，务必按照时间节点完
成主干道的道路修扩建工程和绿化美化
工作。

邓忠强调，对不能及时完成整改工
作的单位，将通报批评。

市领导带队督查调研“市容市貌大
整治”工作

加强自查自改
确保市容整洁

开展“搬家式”大扫除
清理卫生不留死角

9 月 19 日上午，在三亚市 2017 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培训活动中，质量
监管员运用农产品安全检测仪器现场进行学习培训。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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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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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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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1.三涯区国亚天营立才

农场、南岛农场前锋队附近几

十米处的海南绿保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在无报建和环评手

续情况下已投产2年，生产时

很多的油垢排放在地面，散发

很浓的酸臭味，下雨时地面的

油垢随雨水进入公司西北角

水利沟流出，影响周边农田灌

溉用水。

2.该公司对回收的生活

垃圾直接造渣后卖给种植农

户当肥料，污染土壤。

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清

平乐西郡小区二期有人露天

对脚手架进行涂漆作业，散发

的油漆气体影响到该小区一

期和周边小区住户，希望能在

封闭的空间进行涂漆作业。

三亚市南山港内华盛天

涯水泥厂石膏粉中转站未通

过环评，也未安装降尘设备，

未进行粉料遮盖，导致石膏粉

粉尘污染严重，下雨时石膏粉

随雨水流入大海，另外该厂作

业时产生的噪音影响范围广。

行政

区域

三亚

三亚

三亚

污染

类型

水

大气

土壤

大气

扬尘

水

噪声

调查核实情况

该项目已取得立项、用地、环境影响评价

手续，已申请竣工环保验收，于2017年5月收

到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的复函，目前正在按

照要求进行竣工环保验收监测；

该项目在生产过程中厂区内有臭味、厂区内的

雨污没有全部分流，厂区内废弃油脂没有遮盖

收集，导致少量废油污染地面，降雨后汇入雨

水收集池。

根据餐厨部日运行记录，该公司回收的生

活垃圾及餐厨残渣直接运送至三亚市焚烧发

电厂进行焚烧，不存在有对回收的生活垃圾直

接造渣做肥料、污染土壤的问题。

信访人反映的施工工地为同心家园九期

第二标段项目，该项目于2017年6月30日开工

建设，建设单位为三亚东锣岛地产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为江西省抚顺市临川第一建筑安装

工程公司，该项目已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

续（琼土环资函[2014]683号），经查实，该工地

施工人员在露天环境下对脚手架进行涂漆作

业，导致涂漆时散发出刺激性气味。

1.投诉所称华盛天涯水泥石膏粉料堆位于

南山港区散货堆场，三亚港南山港区一期工程

已于2001年8月办理环评审批手续，该散货堆

场为南山港区业务范围，无需另做环评。三亚

港南山港区一期工程未办理竣工环保验收手

续。

2.该散货堆场已安装喷淋设施，设有雨水、

污水收集管道，将雨水、污水统一收集到沉淀

池经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海。

3.堆场的石膏粉料堆未采取密闭、覆盖等

防尘措施。

4.2017年8月26日已对南山港厂界噪声

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达标。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属实

部分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针对该项目在生产过程中厂区内有臭味、

废弃油脂没有遮盖收集、厂区内的雨污没有全

部分流的问题，三亚市生态环境保护局下达了

《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通知书》。并要求光

大环保能源（三亚）有限公司对此问题进行整

改并制定整改计划和措施。

光大环保餐厨处理有限公司已制定整改

报告，正在对车间密闭、负压环境、抽泣排气风

管和抽风系统进行改造，除臭采用“两级化学

洗涤+光催化氧化”组合处理工艺；新建废弃油

脂卸料间和废弃油脂传输管道，新建洗车和洗

桶车间，并加强厂区内的现场管理，严格禁止

在未专设污水收集管网的区域进行生产相关

作业，预计2017年10月底完成整改。
1.2017年9月10日，吉阳区环保局向施工

工地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江西省

抚顺市临川第一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改正环境

违法行为。施工单位立即停止了对脚手架喷

涂油漆的作业。

2.2017年9月11日，施工单位将置于作业

场地有刺激性气味的脚手架搬离现场，并承诺

不再露天实施喷涂油漆作业。

3.2017年9月12日，再次到现场核实，已经没

有闻到刺激性气味。

1.针对三亚港南山港一期项目未办理竣

工环保验收手续行为，三亚市生态环境保护局

已立案查处，并督促该项目办理竣工环保验收

手续。目前尚在履行期限内，逾期不履行处罚

决定，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2.针对石膏粉料堆场扬尘污染问题，崖州

区政府已责令三亚港务局、三亚南山货运港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立即整改，加强监管，完善环

保相关措施，避免扬尘污染。截至2017年9月
12日上午，该堆场石膏粉已清理完成。崖州

区将继续加强后续巡查，督促该公司对新到的

易产生扬尘的散货料堆进行封闭、遮盖。

问责

情况

无

无

无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曹阳）9 月 19 日上午，由
市委宣传部、市国防教育办共同主办的国
防教育专题讲座在市图书馆举行。近 300
名市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科
级及以下干部聆听了讲座。

讲座邀请了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副院
长、教授、博士后朱绵茂作《美国的南海军
事战略及我国的对策》专题讲座，讲座内
容通俗易懂，案例丰富翔实。

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

过此次讲座，让大家能充分认识到加强国
防教育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国防概念
和国家安全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关
心、支持国防建设工作，助力三亚建设世
界级滨海旅游城市。

开展国防教育 增强国防意识

三亚开展专题培训

增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
三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

●建立健全相关责任制度和监管制度

●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纳入绩效考核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重点落实到各个环节

●确保农产品从产地至餐桌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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