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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智，出实招，共商共治改
善“停车难”；整合资源，协商解
决短板，以点带面推动“三线整
治”……去年以来，天涯区阳光
海岸大社区党委不断探索社区
治理的新实践，积极推进群众参
与社区治理的新途径，充分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紧扣发展主题和
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用好
基层协商民主议事平台，推动一
批服务社区治理中的堵点难点
问题实现从“共同协商”到“落地
开花”的成果转化，助力“创文”
工作。

整合资源 协商解决
以点带面推动“三线

整治”

自三亚开展“创文”工作以
来，辖区市容市貌发生明显变
化，特别是主城区，环境变干净
了，群众素质提升了，人民幸福
感增强了。但是，对于城中村盘
根错节、状如蜘蛛网的“三线”缠
绕问题，广大群众意见很大。

在通过集群智，出实招，共同
协商解决天涯区光明社区汽车
总站后门电动车停车“顽疾”一
事之后，阳光海岸大社区结合

“能力提升建设年”、深化拓展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和“制
度执行年”活动，以重点突破带
动整体推进，主动认领天涯区儋
州村社区南二、三、四巷的“三线
整治”堵点问题，通过整合资源
协商解决短板。

阳光海岸大社区通过联合天
涯区政协、儋州村社区组织多次

实地调研，并召开现场协调会，
共同协商确定以儋州村南二、
三、四巷为先行点，以点带面、示
范先行，强力推进“三线缠绕”整
治。针对当前中国电信、移动、
联通和有线电视等运营企业架
设缆线时缺乏统一规划、乱搭乱
建、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等问题，
阳光海岸大社区积极协调争取，
并得到天涯区科工信局等有关
部门的支持与配合，在整治工作
中建立由大社区、社区、主管部
门、各运营商共同参与的统一协
调机制，同时还建立微信沟通群
实时监督整改情况。

期间，制定了《儋州村社区南
二、三巷三线整治方案》，通过协
商达成整治共识。由儋州村社
区居委会先出资在南二、三巷设
钢绞线；架线后，各运营商按照
钢绞线走向进行布线拉设，按照

“强弱电分开、该捆绑则捆绑、该
剪则剪”的原则，将部分交织错
乱的强电线路与弱电线路分开
布放，并对各种分支入户线路进
行集中捆扎，对各类废旧无用电
缆和电线进行集中剪线清理，及
时维修或更换部分破损严重的
弱电线路设备箱体，实现整齐划
一，切实消除安全隐患。截至目
前，该区域的“三线整治”工作进
度已完成90%。

搭建平台 居民共议
解决“三无小区”改

造遗留问题

近日，阳光海岸大社区为助
力“创文”工作，组织召开基层

协商民主议事会，邀请市、区下
沉政协委员和天涯区住建局代
表、区文明办代表、大社区议事
会成员及居民代表就如何解决
和平社区“三无小区”——三亚
宾馆小区改造后遗留问题进行
商讨。

“小区住户的空调水排放随
意流，我们一楼的住户墙外都长
满青苔了，现在还发出臭味”“现
在每家每户生活环境都改善了，
但是空调水排放的问题又出现

了，这也严重的影响小区外的环
境……”居民代表在会上畅所欲
言，提出小区内改造后仍存在空
调水排放不到位、屋顶漏水、楼
梯扶手破旧等问题，施工单位代
表对居民们提出的问题表示会
严格按照实际情况，安排再次改
造。同时，天涯住建局代表表
示，老旧小区改造事关百姓民生
福祉，三亚宾馆小区改造后遗留
的问题也是目前天涯区大部分

“三无小区”改造后遗留的共性

问题，将采取措施推动进一步整
改。

阳光海岸大社区基层协商议
事平台的建成，让“有事好商量”
成为社区治理“好帮手”、人民群
众“连心桥”，探索出一条“党委
领导、政府支持、政协搭台、各方
参与、服务群众”的基层社区治
理模式，使各项民生项目惠民力
度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幸福
指数不断攀升，助力三亚“创文”
建设。

天涯区阳光海岸大社区以基层民主协商推动辖区治理和“创文”工作

共同协商 推动堵点难点问题解决
本报记者 黄世烽

天涯区光明社区汽车总站后门电动车停车“顽疾”得到有效整治。 本报记者 黄世烽 摄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Sy

■问题：
五 小 门 前 道 路 埋 完

污水管后停工半年
■解决：

采用分段施工，协调
各专营单位进行迁改

第五小学门前道路是出入新
校区的主要交通干道，该路段年
久失修，存在钢筋裸露、雨季积
水难排、夜行光线不足等问题。
2020 年 9 月，在第五小学搬迁新
址揭牌仪式后，该校就提出改造
此路的需求。吉阳区委、区政府
要求区住建局在 2022 年前完成
建设任务。然而，该道路从 2021
年 10 月开始维修，在埋完污水管
后至今已停工半年，尚未改造完
成。

接下来，区相关部门将对沿线
星域路项目建设采用分段施工，
组织协调各个专营单位认领自家
管线，进行迁改。对目前已完成
半幅施工作业面的该路段，将通
过设计变更和甩项验收等方式，
避开过路高压电缆，加快道路修
复及排水工程项目建设。

■问题：
大 茅 水 河 道 存 在 填

埋垃圾情况
■解决：

依 托 区 河 长 办 与 相
关部门形成整治合力

三亚市大茅水综合整治工程
在实施过程中，发现在亚龙湾第二
通道桥上游河段、下新村、安罗村
等河道内填埋大量的生活、建筑垃
圾。

下一步，吉阳区积极与各部门
协调配合，依托区河长办与相关部
门间形成合力，及时沟通协调，按
时向上级部门报送工作情况，确保
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问题：
港 华 商 业 广 场 成 为

“创文”难啃硬骨头
■解决：

建立“商务+”齐抓共
管执法模式

港华商业广场在环境卫生、经

营秩序、病媒防制、市场管理等方
面存在严重问题，多次通报仍未彻
底整改。

接下来，相关部门将从上至下
成立工作专班，建立起“商务+执
法+市监+环卫+社区”的多部门齐
抓共管模式，研究推动农贸市场和
夜间经济合理布局。

■推进会：
深入分析根源
提出解决思路

“以上 3 个病例，凸显了基层
干部对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入,思考
不深刻,处理事情方法简单,工作
作风还不够扎实。”在推进会上，吉
阳区委副书记、区长杨鸿钧对存在
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第五小学
门前道路埋完污水管后停工半年，
因为迁改方案和施工方案难以达
成完全一致，出现了重复开挖、交
叉作业等耽误进度的情况，凸显了
干部思考问题机械化；大茅水河道
存在填埋垃圾情况，突出了干部没
有真正‘沉下去’；港华商业广场成
为“创文”难啃的硬骨头，管理者对
全区商业体系建设谋划不深、思考

不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问题反
复出现，久拖不决，凸显了干部‘本
领恐慌’。”

这 次 会 议 ，努 力 答 好“ 主 观
题”，打好“主动仗”。查摆问题

“下手早”，堵点问题“找得准”，上
报问题“难度高”，解决问题“措施
实”。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剖析，举
一反三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举
措，并进行点评反思，这是吉阳区
推动“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
动走深走实的一个缩影。

按照“4+X”模式推进村两委
及居职业化工作，完成进度 50%；
已在迎宾路沃美超市、春光路丰兴
隆小区、金思达酒店、榆和医院等
区域建设智能充电场所 15 处，新
增 电 动 自 行 车 充 电 桩 约 593 台
（5930 个充电插座口），推进电动
自行车充电桩和智能充电停放场
所建设，完成进度 59.3%；已完成
亚龙湾第二通道（二 期）工程项
目、高原河市政工程项目征拆工
作，完成打通“断头路”攻坚专项行
动进度78%……

在这次会议上，吉阳区将第一
批“制度执行年”行动攻坚清单暨区
级“揭榜挂帅”榜单的工作成绩单

“晒”得明明白白，谁靠前、谁落后看

得一清二楚，并且直截了当、毫不留
情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排名靠
后者，现场被点名，让所有在座的人

“如坐针毡、如芒在背”。
同时，公布了吉阳区第二批

“制度执行年”行动攻坚清单暨区
级“揭榜挂帅”榜单。这种“全程
式”实绩记录和公开公示的方式促
使干部真正为民办实事。

从这三个“病例”可以看出，基
层干部能力和作风仍有待进一步
提升，“查破促”要求基层干部不仅
要“俯下身子”更要“多动脑子”。
解决问题，方法得当，如顺水行舟，
一定会落实得快、落实得好；方法
不对或者只会蛮干苦干不懂巧干，
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影响工
作效率、影响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降低政府公信力。

吉阳区委书记顾浩说，基层干
部“多动脑子”不仅是责任和担当，
更彰显能力和水平。吉阳区的干
部要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
出重点、带动全局，对标一流找差
距、查不足，奋发有为补短板、强弱
项，以“实打实”举措、“硬碰硬”招
法，千方百计推动各类问题解决，
慎始如终打赢“查破促”活动这场
硬仗。

7 月 13 日，吉阳区“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推进会暨第二批“揭榜挂帅”启动仪式举行，这是一次真正解决问题
的会，目的就是列单子、开处方、想办法、提措施，补齐干部业务短板，消除空白项，进一步推动“能力提升建设年”暨深化拓
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走深走实。这次会议公布第一批攻坚清单“揭榜挂帅”榜单最新进展，并以“病例讨论会”
的形式，聚焦市第五小学门前道路改造及排水工程推进速度慢、大茅水河道填埋垃圾问题、港华商业广场不符合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测评和国家卫生城市建设标准等 3 个典型病例，深入剖析根源、提出解决思路。

本报讯（记者 黄世烽）“作为
基层党员，我们一定要立足本职岗
位，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在“微心愿”活动中传递和
谐进步的正能量。”近日，天涯区过
岭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党委书记、
主任刘宗献组织党员给所服务辖
区的 13 名困难党员、困难群众送
去“微心愿”物资时说。一袋大米、
一桶油、一台电风扇、一台电饭锅、
一台电视机……自开展认领“微心

愿”活动以来，天涯区广大党员干
部热烈响应，纷纷报名，积极认领
并完成困难群众的“微心愿”，取得
良好成效。

居住在天涯区华丽村的王大
爷，身患残疾多年，和弟弟居住，长
期需要照顾。目前，王大爷年老体
弱多病，家庭劳动力少，主要经济
来源以务农为主，无其他收入，生
活困难。他的“微心愿”是能够有
一 张 轮 椅 方 便 在 家 里 院 子“ 走

动”。过岭大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
工作人员通过向社会发出邀请不
久后，便收到爱心人士的“认领”，
及时将轮椅送到王大爷家中，帮助
他圆了一个心愿。

“非常感谢党和政府，还有社
会爱心人士，在最困难的时候，一
直帮助我们，让我们倍感温暖。”近
日，当接到天涯区党群服务中心和
爱心企业——三亚博大男科门诊
党支部书记、院长林建富送来的一

台 43 英寸彩色液晶电视机、慰问
金和大米、食用油等慰问品时，三
亚市“见义勇为英雄”王彦思的母
亲李华心里乐开了花。

“最近身体怎么样？”“孩子听
不听话？”近日，在天涯区政协副
主席罗有豪的带领下，天涯区政协
委员依托天涯区党群服务中心“微
心愿”帮扶平台点亮华丽村困难群
众李进江的“微心愿”，将床、桌
子、电饭煲、风扇等“微心愿”物资

送到李进江的家中并帮忙安装。
看到家中焕然一新时，李进江心中
倍感温暖，紧握大家的手连声道
谢。

天涯区党群服务中心负责人
称，该中心“微心愿”帮扶平台自去
年5月设立以来，不断收集辖区45
个 村（社 区）困 难 群 众 的“ 微 心
愿”。截至目前，该区各党群阵地
已收集困难群众“微心愿”759个，
成功实现461个。

点亮“微心愿”关爱暖人心

天涯区帮助困难群众实现461个“微心愿”

“会诊”3个典型病例、公布攻坚清单“揭榜挂帅”榜单最新进展

吉阳区：“病灶”挖得深 解决问题措施实
见习记者 陈超全 本报记者 杨洋

架起警民连心桥

全市首家
派出所党群服务中心建立

本报讯（记者 刘盈盈 实习生 招晨 通讯员 陈
俊锐）近期，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以党建为引领，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联合三亚市天涯区委政法委、
天涯区委组织部率先在全市公安机关中建立了首
个派出所党群服务中心——凤凰派出所党群服务
中心，开辟了基层派出所党建工作与群众工作的新
阵地。

据了解，凤凰派出所党群服务中心于今年 6月
建成使用，建筑面积为224平方米，以“为民、便民、
利民”为宗旨，进行人性化的规划设计，设置了党建
书吧、电子阅览室、户外劳动者驿站、警员风采墙及
健身房等多个功能区的党群综合型服务平台。通
过该平台，不仅让办事群众感受到温馨暖意，也让
党员民警在参加组织活动时有了“家”的感觉。

据介绍，凤凰派出所将党群服务中心连接户政
大厅、接警室、综合指挥勤务室、调解室、执法办案
区等便民服务窗口，“一站式”受理各项公安机关业
务服务，真正实现“窗口前移、服务前置”，让“群众
有事张嘴，党员民警跑腿”的工作景象成为基层公
安业务办理的常态。

据悉，派出所在党建书吧、电子阅览室放置报
刊、书籍供群众阅读，同时利用党群服务中心日常
接待群众多、人流量大的优势，在阅览室还放置了
反电诈、防养老诈骗、禁毒等内容的防范宣传资料，
并利用电子屏实时滚动播放派出所工作宣传片、反
诈宣传提示、禁毒宣传教育等，使群众在视觉上受
到“冲击”、听觉上受到“触动”，既让群众更了解派
出所工作，又增强了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

据统计，自该党群服务中心建成以来，凤凰派
出所共办理户政业务 2175 起，接待群众咨询 3420
余人；化解矛盾纠纷 130起，为群众排忧解难 66人
次；共立刑事案件 23 起，同比下降 70%；查处治安
案件18起,查处违法人员24人，实现政情、民情、警
情互联互通，确实维护辖区治安秩序持续良好，群
众安全感、满意度不断提升,有力推动了派出所基
层警务工作，促进了公安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再
上新台阶。

海棠区依托禁毒教育基地
开展毒品预防教育活动

本报讯（记者 黄珍）为深入推进青少年毒品预
防教育，巩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成果，近日，
海棠区庄大村委会联合林旺小学、林旺居委会、湾
坡村委会组织六年级 44名学生参观林旺北毒品预
防教育基地。

毒品预防教育基地展厅里，工作人员从禁毒的
历史、毒品的种类、毒品的危害及当前毒情形势等
方面进行了详细地讲解，用生动的图片、文字和实
物，全方位展示了毒品的危害，让学生们直观、深
入、清楚地认识毒品，了解毒品对个人、对家庭、对
社会的严重危害。

此次参观学习在学生的宣誓中结束，学生们纷
纷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对毒品知识的学习，认真做
好识毒、防毒、拒毒宣传，将毒品危害和毒品预防知
识传递给家人、亲戚、朋友，不断营造全民参与、齐
心禁毒的浓厚氛围，切实筑牢全社会共同抵制毒品
的禁毒防线。

海棠区开展易制毒化学品
专项检查行动

本报讯（记者 黄珍）为切实加强辖区易制毒化
学品管理工作，杜绝易制毒化学品漏管失控，近
日，三亚海棠区藤桥派出所深入辖区重点易制毒化
学品生产、经营及使用单位，开展专项检查行动。

检查过程中，藤桥派出所民警深入单位生产车
间以及存放易制毒化学品仓库，针对单位建立规章
制度、出入库管理制度、专人管理、双人双锁、双人
领取等相关事项进行检查，询问了内部安全管理制
度及易制毒化学品专管员培训情况，翻阅查看了易
制毒化学品的使用台账，要求单位在以后的生产过
程中一定要加强内部管理，严加防范易制毒化学品
流入非法渠道。

此外，近日，市公安局海棠分局南田分局对辖
区内进士中学化学实验室重点易制毒化学品存储
使用情况，开展专项检查行动，进一步掌握辖区内
易制毒化学品的存储、使用管理状况，有效堵塞易
制毒化学品流入非法渠道，提高管理人员的守法自
律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增强学校知法、守法、依法
使用的意识，深入规范易制毒、易制爆危险化学物
品的管理，为辖区创造良好，稳定的治安环境提供
了安全保障。

雨后垃圾多 工人清理忙

7 月 14 日，一场大雨过后，三亚河水上涨，河面
垃圾增多，环卫工人沿河打捞垃圾，确保三亚河整
洁干净。 本报记者 孙清 摄

“能力提升建设年”暨深化拓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S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