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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家隆）9月9日下
午，市公安局召开2019年中秋国庆
安保维稳工作再动员再部署会议，
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任务，详细部
署“两节”各项安保维稳工作。省
厅党委委员、市委常委、公安局长
易向阳出席会议时强调，全市各级
公安机关要切实扛起担当，高标
准、严要求扎实落实各项维稳措
施，确保实现省委提出的“六个坚
决不发生、三个确保”目标，确保
我市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大局平稳。

易向阳要求，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高于一切，各级公安机关要以
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全力
确保“两节”期间社会治安大局稳
定。要进一步突出重点，全面排查
化解不稳定因素，深入开展矛盾纠
纷大排查、大调处，强化各项防范
措施，严防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重
大问题。要强化重点人员管控，逐
人落实稳控措施，及时消除各种影
响社会稳定的因素。要抓好大型活

动安保工作，细化工作措施，压实
工作责任，确保“两节”各项工作
的平稳展开。要持续深化社会治安
整治行动，尤其是要不断加大巡逻
力度，强化街面控制，在重要公路
进出口设立治安卡点，在人员密集
场所开展武装联勤工作，提高震慑
力，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要
加大对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
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要持
续强化案件的侦办力度和现行打
击，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要加强隐患
排查和整改，对可能影响节日安全
的隐患要立即督促整改，严防各类
重大特大事故的发生。要加强道路
交通安全管控，加强公共交通安全
监管和源头治理，防止重特大交通
事故的发生。要深入开展消防安全
隐患整治，预防和遏制群死群伤火
灾事故的发生。要全面加强民爆化
危物品安全管理，明确安全监管责
任，确保不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市公安局召开中秋国庆安保维稳工作动员会

扎实落实维稳措施
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本报讯 （记者罗鑫）“感谢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的帮助，让我成功创
业，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做好榜样，
招收更多的退役军人来就业。”近日，
位于新市委后面一家名为“曾记特色
餐馆”隆重开业，这是自我市成立退
役军人事务局以来帮助的第二位成功
创业的退役军人。

据了解，为落实国家和海南省对
退役军人的关爱关怀，全方位、多渠
道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与我市各企业多次召开针对退役
军人量身定制的专场招聘会和推荐
会，多形式多渠道的帮助我市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截至目前，已经成功帮
助2名退役军人成功创业，189名退役

军人成功就业。
据 该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目

前，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就省下达
《关于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
方案》 召开研究会，下一步，将会
结合我市退役军人情况出台相关政
策，更好的帮助我市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多措并举架起退役军人“就业之桥”

191名退役军人实现就业创业

本报讯 （记者盘悦华） 9 月 9
日，市人民医院与市第四人民医院、
白马井镇中心医院、排浦镇卫生院举
行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签约揭牌仪式，
这标志着市人民医院医联体正式成
立。

副市长吴波出席揭牌仪式并讲
话。他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医
疗卫生事业发展，站在打造海南西部
区域医疗中心和夯实西部中心城市内
容的高度，统筹推进城乡医药卫生事
业发展，深入推进医疗卫生综合改
革。利用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优质资
源组建紧密型医联体，通过对口支
援、技术帮扶、人才培养等方式，推
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实现医院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进一步提升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更好地

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
吴波要求，作为三级甲等综合医

院和医联体龙头医院，市人民医院要
切实扛起责任担当，充分发挥技术、
人才、设备和管理优势，坚持以医疗
技术为支撑、以信息平台为纽带，将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根据需求开展对
口帮扶，实现医联体良性运行。医联
体其他成员单位要以此为契机，加强
与市人民医院联系，学习借鉴先进管
理和技术，全面提高医疗水平，更好
地服务当地百姓。市卫健委和各有关
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和联系互动，以
医联体为抓手，促进公立医院改革等
体制机制创新，及时总结医联体建设
经验，不断完善工作机制，为全面打
造海南西部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健康
儋州和美丽新儋州作出贡献。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

市人民医院医联体揭牌成立

本报讯（见习记者陈婷婷 通讯员
莫修平）天灾无情人有情，近日，海南西
部中心医院积极响应市慈善总会《关于

“8.29儋州突发龙卷风”赈灾募捐的倡议
书》的号召，以科室为单位开展赈灾募捐
活动，为受灾群众慷慨解囊，共募集爱心
捐款53684元。

灾害发生后，海南西部中心医院领
导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动员全院党员干
部职工，以科室为单位开展赈灾募捐活
动，充分发扬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
人道主义精神，用行动彰显了医院的社
会责任。活动中，该院领导班子主动带
头，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全体职工踊跃捐款，尽自己所能，以
实际行动为受灾群众献上一份爱心，送
去一份温暖，帮助受灾群众早日恢复正
常生产和生活秩序。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

为受灾群众捐款
5.3万余元

本报讯（记者何秀玲）在中秋节来
临之际，9月10日，带着对广大基层教
育工作者和医务工作者的关怀。市委副
书记、市长朱洪武分别慰问教育工作者
和医务工作者，向他们致以中秋佳节的
祝福和亲切的问候，希望他们牢记初心
和使命，勤勉尽责，扎实工作，为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事业、满足百姓医疗健
康生活需求作贡献。

朱洪武先后来到上海九院海南西
部中心医院和市第二中学，对进驻儋
州工作的上海九院专家团队和全市优
秀教师进行慰问，对他们用优质的医
疗技术服务百姓、为儋州教育事业发
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最后还与医
院专家代表、优秀教师和校长代表座
谈。座谈时，大家结合各自实际工
作，畅所欲言，谈感想，讲经验，提
建议，现场轻松融洽。

在简要介绍市委、市政府在发展
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的工作思路和推动
医疗和教育事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引
用苏东坡先生在儋州传道授业解惑的感
人事迹，表达儋州对引进优秀医疗和教
育人才的期望后，朱洪武说，教师是灵
魂的工程师,医生是生命的保护者，他
们都是人类神圣事业的践行者，医疗专
家教授要发挥自身优势，扩宽合作渠
道，深化合作内容，帮助儋州提升医疗
技术水平，为儋州及西部地区群众提供
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用精湛医术为广
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各有
关部门要多关心医务工作者，加强服务

保障，创造优质生活环境，让他们能够
安心生活、舒心工作。全市教育系统和
广大教师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利用好
新推出的教育改革政策，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树立
教师良好形象；要关心支持教育，增强
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
感，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开创新

时代儋州教育工作新局面，以优异成绩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朱洪武表示，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
往地关心和支持医疗和教育事业发展，
对进驻儋州工作的上海九院专家团队提
出的解决住房和相关生活问题，以及设
立医疗科研平台等，有关部门要积极协
调跟进，充分利用引进人才政策和相

关服务政策依法依规解决好他们在工
作、生活和事业发展难题。教育部门
和教育工作者在贯彻落实教育改革系
列政策工作中，要善于总结归纳政策
落实的优缺点，确保政策的落实取得
实实在在的成效。

副市长吴波、刘冲，市政府秘书长
金德辉一同慰问并座谈。

朱洪武慰问教育和医务工作者时寄语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9月1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朱洪武在市第二中学与教育工作者座谈。 本报记者 羊文彪 摄

本报讯 （记者何万常）9 月 10
日，由共青团海南省委主办，海南省
青少年希望基金会、团市委、市教育
局共同承办的“乡村振兴·教育先行”
海南希望工程名师（家）公益课堂进
校园——“月亮姐姐”首场音乐课堂
在大成镇中心学校举行，为孩子们上
一场生动有趣的音乐课。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盖文
启，团省委副书记陈文强，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温龙等领导出席活动。

在首场音乐课堂上 ，中央电视
台少儿频道主持人“月亮姐姐”以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主题，将音乐
艺术与思想教育巧妙融合在一起，为
孩子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爱国主
义思想教育音乐课，伴随着孩子们清
澈而又响亮的歌声和公益课堂别样
的暖心与感动，活动圆满落下帷幕。

主办方将把“月亮姐姐”音乐讲堂全
程刻录光盘，免费赠送全省希望小
学，让更多的孩子受益。

开课前，“月亮姐姐”与出席活动
领导共同为音乐课堂揭牌，省青少年
希望基金会向“月亮姐姐”颁发“海南
希望工程爱心大使”聘书，爱心企业
向学校捐赠了学习用品、5000册图书
等爱心物品。

据悉，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教育扶贫工作，在2019年春季，
发放教育扶贫补助1785.895万元，市
希望工程共筹集社会教育扶贫善款
229万元，用于扶助贫困家庭孩子上
学。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
通过开展各类关爱活动、开设音乐课
堂，增加音乐、美术等艺术类课程，切
实加强对帮扶学生的扶贫政策宣传、
心理疏导、励志教育等工作，助推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战略。

海南希望工程名师（家）公益课堂进校园

“月亮姐姐”首场
音乐课堂走进儋州

盖文启出席活动

本报讯 （记者王家隆 见习记者
陈婷婷 实习生符红姜）9月10日，为
进一步促进残疾人劳动力就业创业，
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平台，营造残疾人
就业创业的良好社会氛围，我市以

“就业助残 和谐共享”为主题，举行
残疾人就业对接活动专场招聘会。

活动现场，各招聘企业展位前围
满了求职者，他们仔细查看招聘海报
上的岗位介绍和要求，向招聘企业咨
询信息。招聘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耐心
招揽求职者，并详细介绍公司的基本
情况以及待遇等。现场还设置心理咨
询平台，向参加求职的残疾人员提供
心理疏导服务，向他们提供政策宣
讲、求职登记、职业指导、就业咨询
等多项服务。

“以前我一直打零工，今天想来找
一份自己能够胜任的工作。希望可以
有份稳定的收入,减轻家庭经济压
力。”市民张女士向记者说，她一大早
就到现场，向某酒店招聘展台投上了
简历。

市就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

招聘会主要面向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
愿的残疾劳动者，向他们推荐一批适
合残疾人就业的岗位。同时也希望更
多行业单位积极参与到扶残助残事业
中来，丰富拓宽残疾人的就业渠道，
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添砖加瓦。

据统计，当天共有 22 家用人单
位进场招聘，提供440多个岗位，到
场残疾人近 70 人，初步达成意向 8
人。

此次招聘会由省人社局、省残联
主办，市就业局、市残联承办。

“就业助残 和谐共享”专场招聘会

为残疾人搭建就业平台

本报讯（记者林晓云）9月10日，市
委第五巡察组在木棠镇召开会议，就巡
察25个村党支部情况进行反馈，并提出
意见建议和整改要求。

会议指出，经过对木棠镇25个村居
党组织开展常规巡察，发现一些具有普
遍性、倾向性的突出问题，具体表现在基
层党组织建设、脱贫攻坚、农村三资管
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反“电诈“以
及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

巡察组要求，木棠镇党委和各村党
支部要清醒认识到落实巡察整改的重要
性，实现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自我
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要把巡察整改作为贯彻中央、省委和市
委重大决策部署的有力抓手，认真落实
各项整改任务。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

任，扎实做好巡察“后半篇文章”，镇党委
和各村党支部主要负责人要扛起整改第
一责任人的责任，做到直接部署、直接参
与、直接督办，把工作摆进去、把职业摆
进去、把自己摆进去。纪检监察机关要
主动跟进，把督促整改作为日常监督的
重要抓手，将日常监督做实做细，对照整
改清单抓落实。

巡察组强调，要发挥标本兼治的战略
作用，坚持问题导向，一方面要立足治标，
拿出“当下改”的举措，压实责任，持续发
力，久久为功。另一方面要着眼治本，把
解决共性问题、突出问题与完善制度结合
起来，制定可以“长久立”的长效机制，防
止类似问题反复出现。镇党委和各村党
支部及广大党员干部要加强组织领导，抓
好巡察整改工作，确保取得实效，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助推海南自贸
区（港）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又讯（记者罗鑫）9月10日，市委第
六巡察组就巡察新州镇南岸村、西边村
等30个村（居）党支部情况召开反馈会
议，并提出相关整改要求。

据悉，第六巡察组3月1日至3月31
日期间进驻新州镇通过信访举报、巡视
巡察、监督检查和审查调查情况等方式
对该镇党组织建设、脱贫攻坚、农村三资
源管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反“电
诈”、强农惠民方面、生态文明建设六大
方面进行巡察。

在反馈会上，第六巡察组要求新州
镇党委和各村（居）党支部要坚决落实
整改主体责任，巡察整改坚持镇村同
责、以改促建。主要负责人要扛起整改

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做到直接部署、直
接参与、直接督办。要强化整改日常监
督，对照抓落实，在整改的过程中，主
动向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汇报整改
情况，确保反馈意见件件有着落、事事
有回音。要坚持问题为导向，立足“治
标”，拿出“当下改”的举措，压实责
任、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要着眼“治
本”，对巡察发现的各村存在的管理漏
洞，综合分析，制定可以“长久立”的
长效机制，防止类似问题发生。

新州镇党委负责人作表态发言，表
示将立即成立整改领导小组，制定整改
方案和责任清单，组织召开巡察整改专
题民主生活会，对照反馈意见进行深刻
剖析、举一反三，坚持从本级抓起，以上
率下，带头整改，全面整改。

市委第五、第六巡察组分别到木棠新州两镇反馈巡察情况

拿出“当下改”的举措 确保有回音见实效

图为求职人员在填写资料。 本报记者王家隆 见习记者陈婷婷 摄

本报讯（记者罗鑫）金秋送爽，丹桂
飘香。 9月8日，800余名银发学子欢聚
一堂，共庆市老年大学建校十周年。

当天上午9时，大会在银发学子们满
怀激情的颂唱国歌声中开幕。大会总结
回顾了十年发展历程。随后，市老年大
学学员代表从不同角度抒发自己在老年
大学的所得所想。最后，大会对11个先
进班级及一批优秀学员进行表彰。

校庆大会的举办，目的是激发学员
的学习热情，调动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
性。同时，进一步扩大老年大学的影响
力，吸引更多老年人了解老年大学，参与
其中，体会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
为的乐趣。

市老年大学:

举办十周年校庆

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
打赢禁毒三年大会战

问题整改要条条有落实件件有回音

（上接第一版）
朱洪武强调，禁毒工作是一项

长期而又艰巨的斗争，事关国家
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各级各部门
要加强领导，时刻绷紧禁毒之
弦，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进一
步提升禁毒工作水平，协调配
合、真抓实干，形成禁毒工作合
力。要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创新

引领，健全完善禁毒工作长效机
制，推动禁毒工作取得新突破新
成效，为促进儋州经济高质量发
展营造祥和安宁的社会氛围。

当天，朱洪武还到那大镇西干居
委会调研社区戒毒（康复）工作。

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市禁毒委
副主任易向阳，副市长、市禁毒委副
主任田丽霞，市政府秘书长金德辉一
同调研并出席座谈会。

（上接第一版）七要加强和改进产业扶
贫、消费扶贫模式，探索建立长效机制，
推动实现良性发展。八要严明工作纪律，
严肃问责，以铁的纪律保障脱贫攻坚战。

会后，王克强还前往南丰中学查
看图书馆、运动场建设情况。

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秦大茂出
席会议并一同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