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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 6个巡视组联系方式 

省委 
巡视组 

组长 
副组长 

巡视单位 
联系电话 
区号：0898 

通 信 地 址 
邮政编码均为：

570203 

巡视一组 
苏贵昌 
陈  学 

  

省人社厅 

  

65323078 

海口 市国 兴大 道

69号省 委 2号楼 
省委 巡视 一组 

巡视二组 徐祖斌 
杨来天 

  

省农业厅（ 合

并 巡视 省农 科

院 ） 

65236172 

海口 市国 兴大 道

69号省 委 2号楼 
省委 巡视 二组 

巡视三组 
赵普选 
李以衡 

省扶贫办 
36652063 
13307647026 

海口 市海 府路 59

号老 省政 府办 公楼

913房 
省委 巡视 三组 

巡视四组 
韩太光 
王有福 

省发改委 18876928139 
海口 市国 兴大 道

69号省 委 2号楼 
省委 巡视 四组 

巡视五组 官宏伟 
陈长林 

省工信厅 66756436 
13379999303 

海口 市国 兴大 道

69号省 委 2号楼 
省委 巡视 五组 

巡视六组 
于建华 
林  伟 

省商务厅 
65385164 
18117695706 

海口 市国 兴大 道

69号省 委 2号楼 
省委 巡视 六组 

 

省委6个巡视组联系方式

南国都市报1月11日讯（记者孙
学新）省委6个巡视组日前已分别进
驻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公务员
局、省社会保险事业局、省人力资源开
发局）、省农业厅（合并巡视省农业科
学院）、省扶贫办、省发改委（省物价
局、省粮食局）、省工信厅（省盐务局）、
省商务厅开展新一轮专项巡视。记者
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省委6个巡
视组对外公布了联系方式。

进驻后，省委巡视机构分别在被
巡视单位召开动员会，传达中央和省
委有关精神，通报这轮专项巡视的主
要任务和工作安排。

据悉，我省专项巡视起步早，省
委紧扣中央关心、社会关注、群众反
映强烈的问题，在全国较早组织对相

关领域和重点问题探索开展同类同
步专项巡视，特别是对国土资源、海
域岸线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和保
障性住房领域的专项巡视受到中央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肯定。此轮专项
巡视是我省第一次按照中央专项巡
视新精神开展巡视，第一次同时派出
6个巡视组对省直单位开展巡视，也
是第一次对上述省直单位开展巡视。

此轮专项巡视时间1个月左右，
将紧密结合巡视对象特点，紧紧围绕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心，把发现
问题、形成震慑作为主要任务，突出专
项特点，有针对性地对十八大后不收敛
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
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
用的领导干部尤其是省管干部；对资金

管理、资产处置、资本运作、工程项目等
比较集中的重点领域；对行政审批权、
执法权、人事权行使以及“三重一大”等
重点问题，开展机动灵活的巡视监督。

省委6个巡视组对外公布了巡
视组组长姓名及联系电话、通信地
址、电子邮箱等信息，并在被巡视单
位和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设置联系
箱。根据规定，巡视组主要受理反映
相关省直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和
下一级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
来访，重点是党风廉政建设、作风建
设、执行政治纪律和选拔任用干部方
面的反映，对其他与巡视工作无直接
关系的个人诉求、涉法涉诉等信访问
题，将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原
则，转交给相关部门认真处理。

省委6个巡视组进驻省直单位
如何举报看过来

南国都市报 1月 11日讯（记者
王小畅特约记者吴彭保通讯员陈创
淼）10日，南国都市报报道了9日下
午14时30分左右，秀英区城管执法
大队海秀镇中队队员肖渊等3名队员
在丘海大道水头村附近对流动摊贩进

行劝说执法时遭到摊贩暴力抗法，肖
渊面部被滚油泼伤住院治疗的事件。

海口市委副书记、市长倪强获知
此事后，对肖渊在目前开展的任务重、
压力大的全省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工作中，能敢于执法、不怕受伤维护法

律尊严的精神表示高度赞扬。倪强市
长表示，当前海口市按照省委、省政府
要求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城市综合治
理，任务非常艰巨，十分需要像肖渊同
志这样优秀的城管队员，号召全市执
法人员学习他临危不惧，严格执法，伸

张正义的优秀品质，以扎实的工作继
续搞好全省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以
及城市管理工作，并委托秀英区领导
对其进行看望慰问。

倪强非常关心肖渊的伤情，要求
医院精心治疗，让其早日恢复健康。

同时，要求公安机关严惩凶手，秀英区
做好伤员家属的安抚工作，解决肖渊
住院医疗费用和生活难题。

11日上午，秀英区区长张霁前来到
医院看望肖渊，送上慰问金，并转达市
长和秀英区委、区政府对他的关心。

南国都市报1月11日讯（记者
王洪旭）11日上午，海口市海甸岛鸭
尾溪岸边，10多位水域环卫工人在
清理河岸边的杂草和垃圾，以及河
道内的漂浮垃圾，这些垃圾现场压
缩后被运往白水塘垃圾中转站处
理。据悉，3天来，鸭尾溪共清理出
20余吨垃圾和杂草。

“岸边有杂草，有的人就悄悄地
往杂草丛中丢垃圾，现在我们把杂
草也清除了，整个河道和河岸就干
净了。”海南凯洁环保有限公司经理
秦超良说，海口全市的水域环境卫
生和环境保护都是由他们公司承

包，属于政府购买服务，由公司招聘
环卫工人进行清理和维护，海口市
环卫局给予业务指导。此次附近居
民反映鸭尾溪脏乱差后，相关领导
非常重视，公司立即抽调了其他水
域的工人共20人参与垃圾清理，3
天共清理了4车压缩垃圾，每车约5
至8吨。

当天，记者在现场看到，鸭尾溪
南岸边的杂草和垃圾已全部清理完
毕，寰岛实验小学围墙后面的河岸，
也清理得非常干净，当时海水倒灌
水位上涨，河水仍有臭味，但没有此
前那么黑。

“美好的环境要望大家共同爱
护，不然垃圾是永远清理不完的。”
负责鸭尾溪清理和维护的水域环卫
朱先生说，他做水域环卫4年多，特
别是福安村菜市场河段，经常有摊
贩在退市后向河里丢垃圾，他上前
制止，对方却说，“这（清理垃圾）本
来就是你的工作……”

此外，水域环卫工人们还反映，
鸭尾溪河边一建筑工地向河里丢生
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对此，海口市美兰区城管大队
蔡队长表示，他们将现场巡查，若发
现乱丢垃圾到河中将进行处罚。

南国都市报1月11日讯 （记
者王小畅王忠新） 10日，南国都
市报报道了海口文明中路一无牌奔
驰野越车乱停致道路拥堵的事情，
引起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重
视，该支队纪检部门介入调查。据
了解，交警将根据相关线索追查该
车辆下落，依法追究车辆驾驶人的
交通违法责任。

11日，南国都市报从海口交警
方面获悉，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领导得知报道后，非常重视，责令该
支队纪检部门介入调查核实两名协
警当时疏堵及执法的情况。

据称，从报道的内容来看，无牌
车上路行驶并占道长时间乱停确属
比较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两协警
因无执法权的原因将该车教育放行
的作法确实不符合执法程序规定。
纪检部门核实清楚后将根据相关线
索追查该车辆的下落，依法追究车
辆驾驶人的交通违法责任。

同时，该支队将加强队伍执法
规范化教育，严令各执法人员务必
公平、公正，规范执勤、执法，做到见
违必究，执法必严。同时支队将根
据队伍执法规范化相关制度的规
定，追究执勤人员的责任。

南国都市报1月11日讯（记者
徐培培实习生施大业）在万宁市龙
滚镇凤园村委会路叻村，村民谢某
德与谢某波两家相邻，房屋之间通
道约为1.5米宽。2011年7月，谢
某波重新建房，这条通道变成了0.8
米宽。历经两年多起诉判决，谢某
德拿到了法院要求谢某波拆除围墙
保持原1.5米宽通道的终审判决。
然而，2014年7月22日，在执行判
决过程中，万宁市人民法院却做出
了暂缓执行的决定。

法院审理查明，谢某德与谢某
波两家之间的固定通道形成于
1990年谢某波建房之后，当时这条
通道平行宽约1.5米，尽管双方当
时也有争议，但事态并不严重。
2011年7月，谢某波重新建房，他

的围墙与楼房对齐之后，占用通道
近半，如今这条通道只有0.8米宽，
影响了村民红白喜事的出行。

2012年8月12日，万宁市人民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要求谢某波恢
复原通道。谢某波不服，上诉至海
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该院2013
年4月15日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然而谢某德等来的却是一张《暂缓
执行决定书》。

“‘暂缓执行’也不知道暂缓到什
么时候，这样判决还有什么意义？”谢
某德认为，一方当事人的异议，不应
该成为终审判决被暂缓执行的理
由。为此，谢某波向海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提起申诉。记者近日获悉，省高
院已将此案交由海南省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执行局依法处理。

水域环卫工人正在清理鸭尾溪河边的杂草和垃圾。南国都市报记者王洪旭摄

城市治理任务艰巨，海口市长号召全市执法人员向他学习

区长受托慰问受伤城管队员

新闻追踪 《四年“治病”还是一条臭水沟 鸭尾溪，何时还你清澈容颜？》

鸭尾溪3天清出20余吨垃圾杂草

环卫人员呼吁：
请大家共同爱护这片水域

海口交警支队纪检部门介入调查
除了司机两名协警也将被追责

新闻追踪 《邻居围墙堵路，村民赢了官司却遭执行难》

终审判决被地方法院“暂缓执行”
省高院：交由省一中院依法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