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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书茂把村民的“急难愁盼”放心头

做群众贴心人 解群众烦心事
海南日报记者 刘梦晓 陈蔚林

7月 6日，琼海市潭门镇风雨大作。
下午 6 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

潭门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书
茂在码头清点船只后没有回家避雨，而
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

“哎呀，雨里的人，是茂公吧？”93
岁的潭门村低保户吴宛花眼睛不好，却
笃定那绰绰约约从雨里走来的朦胧身
影就是王书茂，急忙迎了出去。

“茂公”是潭门一些村民对王书茂
的尊称。对吴宛花来说，“茂公”就是
她的亲人。

“阿婆，家里没有漏雨吧，风大雨大
的，我要来看看才放心！”王书茂在平
房里转了转，目光从房顶到墙体来回扫
视。

“放心吧！村干部来给我修过房顶
了，这房子结实着呢！”吴宛花摸到王
书茂被雨水打湿的衣服，语气从惊喜转
为责备，“下这么大的雨，你怎么还来
呢！”

其实，这些年，每逢风雨天气，王书
茂只要在村里，必然要到吴宛花的家里
看看，这仿佛已经成为他和老人之间的
一个约定。

吴宛花的丈夫和儿子是渔民，因为
出海遇到意外，父子俩都没能返航。是
王书茂，给了这位孤寡老人生活上的慰
藉——从 2013 年开始，王书茂只要有
时间，就会到吴宛花的家里，给她搭把
手、陪她聊会天，帮她解决生活中的实
际问题。

“茂公总对我说，有什么要求要跟
他提。在他的关照下，我过得很开心，
已经没什么要求啦！”吴宛花笑着说。

“王书记的热心肠，在我们潭门是
出了名的。”潭门村党支部副书记王振
才说，王书茂在村里工作时，常常一到
饭点就不见人影，但只要挨家挨户找，
总能在某个村民家里找到他，“他是赶
在村民收工回家时进行家访，谁家有了

‘急难愁盼’的事，他都热心地想办

法。”
十几年前，潭门村脱贫户王维菊的

丈夫和儿子，在出海途中先后遭遇意
外。她一再受到打击，身体出了问题，
儿媳妇要照顾两个幼子，也无法外出工
作。

王书茂了解情况后，先是帮一家人
申请了低保，又利用教育扶贫政策解决
了两个孩子上学的难题，后来还给王维
菊申请了公益性岗位，使得一家人有了
稳定的收入来源。每每提及此事，王维
菊都充满感激：“茂公就是我们老百姓
的贴心人！”

家访是王书茂联系群众的重要方
式。通过家访，王书茂了解到，潭门村
村民王克基常年在海上漂泊，因此落下
了一身病，不能再频繁出海，一家人日
子过得捉襟见肘。

“那段时间老王一直发愁，整天唉
声叹气的，是王书记帮我们想了解决办
法。”王克基的妻子说，在王书茂的帮

助下，王克基进入了当地的一家渔业公
司，凭借过硬的设备操作技术，当上了
公司的技术骨干，每个月的工资能拿到
8000多元，解了一家人的燃眉之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王书
茂心里刻下深深的印迹：“我们必须紧
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回到村里后，他
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讲给村里的干部
和群众听。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王振才说，王书茂用实际行动告诉大
家，党员干部要想得到群众的认可和信
任，就得时时刻刻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牢记于心，办好实事、办实好
事，把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点一点
变成现实。

（原载《海南日报》2021年7月8日
第3版）

本报讯 2020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28 日，七届市委脱贫攻坚专项巡察派
出 4 个巡察组对中共三亚市扶贫工作
办公室党组、中共三亚市吉阳区委员
会、中共三亚市天涯区委员会等 19 个
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党组织进行专项
巡察，日前公布了6个单位党组织巡察
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

一、中共三亚市扶贫工作办公室党组
问题：协调指导力度不够，编制文

件审核把关不严。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通过举办业务

培训班，深入区、村指导方式，规范了
扶贫手册填写。二是将“按每人每年
150 元为我市建档立卡户购买商业重
大疾病及意外风险保险，解决建档立卡
户因病及意外事故发生造成家庭困难
的现实难题。”更正为“每户每年150元
为我市建档立卡户购买商业重大疾病
及意外风险保险，解决建档立卡户因病
及意外事故发生造成家庭困难的现实
难题”。三是召开市扶贫办主任会议，
针对存在不认真不负责的问题，开展批
评教育，加强对扶贫办全体成员的责
任、纪律、作风整顿，要求全体人员在
今后工作中要引以为戒，认真仔细，防
止出现不该出现的错误，甚至出现被问
责情况的发生。

问题：光伏补贴报销手续繁琐，报
销不便民。

整改落实情况：市扶贫办协调市发
改委和市供电局对该项问题进行整改，
截至目前，我市建档立卡户2251户，其
中光伏补贴报销涉及632户，光伏项目
业主开具上网电费发票由原先的一户
一票模式，调整到各区代开一区一票模
式，再到现在由市供电局统一代开模

式，简化了开票报销相关手续，方便了
发票的开具。

二、中共三亚市吉阳区委员会
问题：针对“基层党组织发挥引领

作用不够、激发建档立卡户内生动力不
足”。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为解决个别建
档立卡户“等靠要”思想问题，吉阳区
各帮扶责任人积极利用入户走访的时
机，对贫困户开展思想教育，帮助贫困
户树立劳动致富、脱贫光荣的思想观
念。二是致富带头人不清楚自己是致
富带头人的问题，驻村第一书记已经与
两名致富带头人开展思想谈话，明确致
富带头人的工作责任，勉励其发挥致富
带头人的辐射作用，积极带动贫困户脱
贫致富。

问题：针对“扶贫工作浮于表面、部
分建档立卡户问题久拖不决”。

整改落实情况：吉阳区为解决少数
扶贫干部存在形式主义的问题，制定并
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扶贫干部工作作
风工作纪律的通知》（吉组字〔2020〕55
号），加强扶贫干部的作风建设，进一
步明确脱贫攻坚大队、中队、小队，驻
村工作队（含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
工作队员）工作任务和职责要求，倡导
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坚决
整治个别干部喜欢拍照摆样子，不解决
实际困难的形式主义问题。

三、中共三亚市天涯区委员会
问题：落实中央、省级有关脱贫攻

坚政策有偏差。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多渠道推进就

业扶贫工作，促进贫困人口脱贫增收，
采取劳务输出、就近就业、公益岗位安
置等措施全力帮扶贫困劳动力务工就

业。二是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及贫困劳
动力转移就业，在原有就业扶贫公益专
岗基础上，新增设立疫情防控扶贫临时
公益岗位一批，优先保障“无法外出、
无业可就、无力脱贫”的贫困劳动力实
现就业。三是通过一系列的整改措施，
对所有的12名“六治”对象加强转化引
导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问题：对村集体经济发展统筹谋划
不够，部分村集体经济发展滞后。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继续对选优配
强村级两委班子，优化班子结构。全年
增补 8 名优秀年轻干部为村级两委干
部，新任村级两委干部年龄均在30-40
岁之间。二是将第一书记和乡村振兴
工作队的年度考核与村级两委班子年
度考核同步进行，将发展集体经济成果
纳入年度考核重要内容。三是根据《关
于坚持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扶
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实施方案》，每
年安排50万元的产业扶持资金下拨至
村委会。

四、中共三亚市崖州区委员会
问题：关于“前期产业扶贫项目调

研不充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监督管
理、运营指导责任不落实，产业项目经
营主体带贫益贫效果不佳”。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调整产业扶贫
收益分配模式，制定差异化分配方案，采
取产业积分制进行收益分配，鼓励贫困
户多劳多得。二是组织贫困户参与产业
扶贫，成立产业扶贫项目监督小组。三
是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提高贫困户
农业自我发展积极性。四是带贫主体积
极组织贫困户进行生产技术培训及基地
观摩，提高贫困户产业参与度。

五、中共三亚市育才生态区工作委

员会
问题：扶贫工程项目重建设轻管

理，一建了之，主体责任缺失。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加强扶贫工程

项目质量的管理。二是及时处置与公司
的合同纠纷，避免设备闲置。三是对故
障路灯及时进行维修，确保群众得实惠。

问题：部分党支部带领村民致富能
力弱。

整改落实情况：一是成立了育才生
态区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全区党的
建设工作总体谋划，统筹协调抓好村级
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确保选优配强村级
组织班子。二是建立健全对村两委干
部的考核奖励机制，激发村干部的工作
热情。通过考核奖励，对工作责任心
强、成绩突出的村干部进行奖励，避免
出现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象。三是完
善规章制度，明确责任分工。

六、中共三亚市财政局党组
问题：部门联动不紧密，未能形成

工作合力。
整改落实情况：加强与各区协调沟

通力度，顺畅纵向工作关系。加强部门
间联动，理顺横向工作关系，共同加强
扶贫资金规范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

问题：扶贫项目库建设有待完善，
“资金等项目”的被动局面尚未扭转。

整改落实情况：联合市扶贫主管部
门指导各区完成年度财政扶贫资金项
目计划编制，要求未进入项目库的项目
不得安排使用财政扶贫资金。经过督
导，年度扶贫资金全部落实到具体项
目，资金支出进度较快，扭转了“资金
等项目”的被动局面。

（市委巡察办）

三亚通报市扶贫办党组等6个单位党组织
脱贫攻坚专项巡察整改进展情况

组别

1

2

3

4

组长

刘春耕

罗运清

柏山

王懋

副组长

毕天新、
李崇旺

符锐

刘艳辉

陈军扬

巡察单位

三亚市水务局、三
亚市农业农村局、
三亚市林业局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三亚市商
务局、三亚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

三亚市教育局、三
亚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三亚市民政局

三亚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三亚市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局、三亚市人民政
府政务服务中心

值班电话

0898-322
90830

0898-322
90075

0898-31
001422

0898-31
002420

巡察接访室

三亚市天涯区
三亚湾红树林
度假世界木棉
酒店A栋11楼

1119房

三亚市天涯区
三亚湾红树林
度假世界木棉
酒店A栋12楼

1219房

三亚市天涯区
三亚湾红树林
度假世界木棉
酒店A栋15楼

1519房

三亚市天涯区
三亚湾红树林
度假世界木棉
酒店A栋16楼

1619房

邮政信箱

海南省三亚市
A054号邮政信

箱
收件人：高中哲

海南省三亚市
A055邮政信箱
收件人：李艳

海南省三亚市
A056邮政信箱
收件人：谢香聪

海南省三亚市
A057邮政信箱
收件人：李姨

电子邮箱

San-
yaxc1z@
163.com

sanyax-
cz2@163.

com

sanyaxc2@
163.com

swd-
sxc444@
163.com

群众意见箱地址

三亚市水务局：三亚市天涯区新风街42号水务局办公大楼一楼大厅左侧政务公
开栏旁。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三亚市迎宾路285号市房地产服务中心大楼九楼（三亚市农
业农村局）楼梯拐弯处。
三亚市林业局：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146-2进市林业局大门右侧一至二楼楼梯
口。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亚市吉阳区河东路182号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大
门左侧。
三亚市商务局：三亚市文明路145号市人民政府第二办公楼8楼A区办公室拐
角处。
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三亚市凤凰路212号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楼一楼大
厅右侧。

三亚市教育局：三亚市吉阳区河东路60号三亚市教育局办公大楼一楼左侧楼梯口。

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三亚市解放三路546号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楼大门

左侧。

三亚市民政局：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285号房产交易中心15楼三亚市民政局会议室

门口。

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三亚市海润路33号市旅文局大门右侧和办公室
楼道右侧；市民游客中心门口右侧。
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三亚市吉阳区新风街259号市政务中心一楼大
门对面。
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三亚市吉阳区月川中路2号市发改委办公楼一楼
通道右侧；三亚市天涯区文明路145号市政府第二办公楼10楼电梯口处；三
亚市天涯区凤凰路323号粮食储备库大门口右侧；三亚市吉阳区河东路80
号市价格认证中心外墙楼梯口左侧；三亚市解放二路360-17号三亚市信用
信息中心大门左侧；三亚市天涯区文明路市政府第二办公楼10楼通道门口
右侧；三亚市凤凰路139号三亚市军粮供应站军粮营业室大门口左侧。

七届市委巡察“回头看”进驻一览表
进驻时间：2021 年 6 月 7 日-2021 年 8 月 7 日

一家长怀抱小朋友，参观三亚市吉阳区垃圾分类体验馆内
由可回收物制成的工艺品。 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近日，在三亚市吉阳区垃圾分类体验馆，小朋友通过互动
游戏，体验如何正确分类投放垃圾，提高垃圾分类意识。

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 通讯员
王瑜）7月 12日上午，三亚市纪委
监委召开深入推进“三个领域”监
督执纪工作动员部署会。以七项
措施推进“三个领域”监督执纪工
作，推动三亚相关行业和领域作
风整顿建设，充分发挥监督保障

“三个领域”专项整治取得实效，
促进推动清廉自贸港建设。

会议传达全省纪检监察机关
加强“三个领域”监督执纪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深入
学习研究三亚市纪委监委《关于
加强土地利用、工程招投标、国土
空间规划“三个领域”监督执纪工
作的实施方案》，为开展好“三个
领域”监督执纪工作提供遵循。

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正确认识开展“三个领域”监

督执纪对清廉自贸港建设的重要
意义，各专项监督工作组要迅速
行动起来，突出监督重点，注重监
督实效。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以
及“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
动，以“作风整顿建设年”“制度建
设年”为契机，认真落实好“三大
领域”监督执纪工作，促进三亚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据悉，三亚市纪委监委设立工
作领导小组，从强化日常监督、加
强集中监督、开展专项检查等三
个方面为切入点，聚焦“三个领
域”日常监督和重难点问题，通过
建立问题线索快查快办绿色通
道、注重纪法效果、强化警示教
育、抓好问题整改等四个方面为
强化点，做好“三个领域”监督执
纪“后半篇”文章。

三亚：

七项措施推进
“三大领域”监督执纪工作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Sy

吉阳区:

零距离“触碰”垃圾分类体验馆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7月 12
日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周
廉芬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暨机关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1年第八
次（扩大）学习会。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七一
勋章”颁授仪式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
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会议指出，市政协全体党员干
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感
悟、用心领会我们党百年奋斗的
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大力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

凝聚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
强大力量。

会议要求，要毫不动摇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牢记党的初心使命，
找准工作的着眼点、立足点、契合
点，在各界群众中传播共识；要把
握好政协作为统战组织的基本属
性，运用好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
宝，增强为党尽责、为党担当、为
党分忧的责任意识，不断巩固党
的长期执政地位，以新担当、新作
为迈向新征程，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
聚力。

在随后召开的七届市政协第
122次党组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
《2021 年度市政协重点提案初选
情况报告》。

黄志强、邢孔祥、韦忠清、陈
跃、林涛参加会议。

市政协召开党组暨机关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凝心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