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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副市长海口市副市长、、龙华区委书记凌云接待信访群众龙华区委书记凌云接待信访群众

海口市龙华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现场海口市龙华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现场

坚持强化法治政府建设 大力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海口市龙华区2019年依法治区依法行政建设成效显著

□本报记者杨希强 通讯员刘伟

2019 年，海口市龙华区
在海口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和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
办公室的指导支持下，坚决
贯彻落实中央依法治国基本
方略和省市关于依法治理的
决策部署，围绕“以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主线，
持续推进依法治区、依法行
政，法治龙华建设成效显著。

禁毒实行“一把手”责任制
2019 年禁毒工作省市综合考评

“双第一”

龙华区委、区政府对禁毒工作高度重视，从组织领导、

机制保障、工作措施等方面都落实到位，全区从区级到各

镇（街）禁毒工作实行“一把手”责任制。2019 年是首轮禁

毒三年大会战的收官之年，龙华区始终把禁毒工作摆在突

出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全国禁毒示

范城市创建工作为引领，纵深推进禁毒三年大会战，精准

实施“八严”工程，推动禁毒工作实效提升，禁毒工作绩效

考评实现全省三连冠，吸毒人员占比全市最低，提前超额

完成既定目标。

龙华区始终保持对涉毒违法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创

新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着力提升涉毒风险预警

防控能力，“零容忍”开展各项涉毒清查打击行动，毒品犯

罪高发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同时带动了社会治安形势明

显好转，因毒品诱发的刑事案件大幅下降，特别是侵财案

件下降幅度明显，社会治安秩序持续稳定，人民群众安全

感进一步增强。

日前，在省市开展的禁毒工作综合考评中，龙华区

获得全省禁毒工作综合考评第一和全市禁毒工作综合

考评“双第一”，实现了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全省禁毒

工作综合考评连续三年第一和 2018 年、2019 年海口市禁

毒工作综合考评连续两年第一，2017 年、2019 年两度获

得全省缉毒执法绩效考核第一。同时，龙华区下属多个

单位和相关单位先进个人受到省、市禁毒工作表彰，6 个

镇（街）禁毒考核排名全市前十，大同街道取得全市最高

分 107.98 分。

2020 年，龙华区将继续坚持强化法治政府建设，强化

依法行政，大力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提升治理能力水平。

龙华区紧紧依托海口“城市大脑”，以问题为导向，以应用

促开发，加快智慧街道、智慧社区建设，加快推进综治中

心、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网格化服务管理、矛盾纠纷多元

化调解“四位一体”建设，不断提升“雪亮工程”实战功能，

提升社会治理整体合力。深化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

现“一支队伍管执法”。推进行政复议相对集中改革，规范

行政应诉工作。谋划建立区级法律人才库，全面参与法治

政府建设。加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调”联

动，打造公安调解、人民调解示范点。严厉打击各类违法

犯罪活动，坚决打赢扫黑除恶清零攻坚战役。全力推进新

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力争到 2020 年底现有吸毒人员占比

下降至 2‰以内。

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全区 129 个村(居)实

现法律顾问全覆盖

龙 华 区 全 面 推 行“ 大 一 窗 ”综 合 受

理 ，提 供“ 一 门 、一 窗 、一 网 ”一 站 式 服

务。区政务服务大厅正式推行“一窗通

办”，实现区级 176 项政务服务事项“一

窗受理”，成为全市首个审批制度改革

“大一窗”受理模式的服务中心，为群众

和企业办事提供优质高效、标准化、无差

别的新型政务服务。龙华区设立我省首

家政务服务 24 小时自助区。建成全省

第一家政务服务 24 小时便民服务自助

区 ，为 企 业 和 群 众 提 供 全 天 候 便 民 服

务。2019 年申办 4091 件，办结 4091 件，

发证 845 件，办结率 100％

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探索建立

“多规合一”框架下的综合行政执法体

制。龙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使行政

处罚权共 15 个方面 448 项，为全区综合

行政执法改革打下坚实的基础。加大

“两违”整治力度，全年拆违 650 宗 12.66

万平方米，控违 193 宗 3.17 万平方米，认

定“一户一宅”3209 宗，完成年度图斑销

号任务。

加强对全区各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督

检查，强化对行政执法部门及执法人员

行使职权、履行法定义务情况的评议考

核。认真履行层级监督职责，通过行政

执法监督专项检查等制度，加强对具体

行政行为的监督检查。

全区 129 个村 (居)实现法律顾问全

覆盖，服务群众“零距离”。同时聘用法

律顾问为全区棚改项目建设、打击“两

违”、信访等各项重点工作提供专项服

务。区政府法律顾问对重大决策和涉法

事务进行合法性审查，并经区政府常务

会议集体讨论决定。2019 年，共出具法

律意见书 233 件次，其中针对全区涉法事

务的法律意见 97 件次，合同 (协议)法律

审查意见书 136 件次，确保了重大决策内

容及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推动社会管控治理创新
全区安装 1418 个监控

实现监控全覆盖

龙华区全面摸排调研，强化收集研判化解
稳控，全年实现“五无”目标。积极开展应急处
置工作，相关部门加强值班备勤，强化督导检
查。区委政法委定期深入各镇(街)对敏感时
期涉稳问题的化解和重点群体、重点人员的稳

控工作情况进行督查，切实做好维稳工作。

全区强化社会面管控，保持严打高压态

势，有效遏制了刑事案件高发势头。加大对

重点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的整治力度，严厉

打击“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社会治安环

境不断得到净化。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建设，全区共安装 1418 个视频监控。实

现了全区监控全覆盖，完成 50 个村 (居)综治

视联网建设，实现综治视联网农村全覆盖。

区人民法院推进院庭长新型审判监督管
理模式，“一把手”带头落实院庭长办案制

度，院庭长主动办理大案要案。建立多途径

案件分流机制，通过机构改革，设立速裁审判

庭，按照“1+1+1”标准模式打造专业速裁审

判团队，实现“简案快办，繁案精办”。2019

年，龙华区共办理诉讼案件 464 宗。其中民

事诉讼案件 6 宗，5 宗正在审理阶段；行政诉

讼案件 458 宗，106 宗驳回原告起诉，235 宗确

认违法，82 宗撤销起诉，9 宗确认赔偿，2 宗变

更管辖法院，1 宗中止，23 宗正在审理阶段。

2019 年，全区共选聘 133 名专职人民调

解员，实现了专兼职调解员全覆盖；区司法局

与区法院进一步推进诉调对接工作开展，派
专职人民调解员到法院值班，全力坚守矛盾

纠纷化解的“第一线阵地”，筑牢基层维稳

“第一道防线”。全年开展矛盾纠纷排查 2974

次，预防矛盾纠纷 330 件，调处矛盾纠纷 1567

件，调解成功 1542 件，调解成功率达 98.4％。

通过做好诉讼案件应诉工作，积极引导百姓

在法治平台上解决矛盾纠纷，在法治框架内

解决行政争议，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同时，龙华区严格按照《行政复议法》规

定程序，公平、公正、公开办案，充分发挥行

政复议监督作用，2019 年共办理行政复议案

件 32 宗，办理结果为 12 宗维持，3 宗撤销，13
宗终止，2 宗不予受理，1 宗中止，1 宗责令履
行，及时办结率 100％。

本报讯（记者王巍）日前，海口市委、市
政府正式印发《关于在加快建设海南自贸港
进程中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的意见》（下简称

《意见》），通过 11 条工作意见，提出了建立在
谈项目跨区流转制度，实行用地手续“联动
式”办理，对项目引荐人进行奖励等招商引

资创新方式。
根据《意见》，海口要建立全市招商项

目信息库，实行招商信息登记备案制度，强
化信息首报的认定管理；围绕全面推进海
南自贸港建设，精准举办招商活动。项目
集中签约活动突出亿元以上项目、主导产

业龙头项目、高端研发机构项目；围绕海口
市产业功能布局，将国土资源规划与招商
工 作 需 要 紧 密 结 合 ，统 筹 配 置 用 地 资 源 。
做好用地前期服务，开设重大招商项目的
选址、用地保障等绿色通道，为项目尽早签
约落地提供保障。实行用地手续“联动式”

办理，结合项目实际用地需求，一次性明确
项目落地的条件；建立项目引荐人奖励制
度，依据项目引荐质量和招商实绩对相关
人员按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对完成招商引
资年度目标任务低于 80%的单位，取消年
度评优资格。

东方市举办“面向全球招聘人
才活动”校园招聘会

24人当场达成
就业意向

本报讯（记者董林 通讯员叶学超 吉训灿）6月28日，东

方市委、市政府携手海南大学共同举办东方市“面向全球招聘

人才活动”校园招聘会，为用人单位搭建招贤纳士平台。

本次校园招聘会共组织 13 家优质企业参加，共提供 244

个岗位，吸引了 300 余名海南大学毕业生到现场应聘，24 人

与用人单位当场达成就业意向。

招聘会现场同时设立“政策咨询服务”流动坐席，及时

为高校毕业生解答人才住房补贴、人才落户等政策，共接待

咨询 228 人次。司机未系安全带
海口交警曝光11 辆违法车辆

本报讯（记者张英 李成沿 通讯员
钟玲）6 月 29 日，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曝光 11 辆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
违法行为车辆。

被曝光的违法行为车辆车牌号为：琼
AAZ290、 琼 A323C4、 琼 ATV858、 琼
AAU699、琼 AKG188、琼 C16A95、琼
AY8836、 琼 A9229P、 琼 A95A70、 琼
ANW251、辽A3M897。

海口交警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在高速公
路或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行驶时，驾驶
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罚款 50 元。

琼海交警曝光 6月酒驾
人员名单及违法案例

4司机被吊销驾照
本报讯（记者郭彦 杨晓晖）6 月 28

日，琼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公开曝光
6 月份酒驾人员名单及交通违法、事故案
例。其中，酒驾人员 32 名，交通违法行为
10 起，事故案例 10 起。

被曝光的 32 名酒驾司机名单中，4
名司机涉醉驾被吊销驾驶证，5 年内不得
重新取得驾驶证；27 名司机涉酒驾被罚
款 2000 元，驾驶证记 12 分，暂扣驾驶证 6
个月。

同时，琼海交警通过图文并茂的方
式，对 10 起交通违法行为与 10 起事故案
例进行了曝光。

本报讯（记者张英 李成沿 通讯员陈世
清 林馨）6 月 23 日，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联合老陶义工社交通劝导志愿者、中国人保
财险海南分公司，在龙昆南与海德路交叉口
联合开展“一盔一带”交通劝导宣传活动，多
渠道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通过摆放宣传展板、播放提
示音频、发放宣传资料、赠送安全头盔等方
式开展宣传活动。交警与志愿者还为电动自
行车驾驶人、乘坐人赠送安全头盔，提醒电
动自行车驾乘人员需自觉佩戴安全头盔，并
耐心示范正确戴安全头盔的方法。

活动现场，共发放宣传资料 1000 余份，
赠送安全头盔 20 个。

海口龙华教育质量稳居全市前列

12所学校推出
课后四点半服务

本报讯（记者吕书圣 杨希强）6 月 29 日，海口市龙华
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召开。记者从会上获
悉，龙华区 2019 年全年民生支出 26.2 亿元，同比增长 12%，
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6.9%。

据了解，龙华区去年持续推进“一校两园”建设，改扩
建公办中小学、幼儿园 11 所，新增学位 5550 个，大班额从
566 个下降到 68 个，超大班额全部消除。公办中小学校教
室空调实现全覆盖，48 所学校（含教学点）近 6.3 万名学生
受益。12 所学校推出课后四点半服务，帮助解决学生接送
问题。在编在岗教师实现“同级同待遇”，临聘教师实现

“同工同酬”。教育质量稳居全市前列，在国家第一轮义务
教育质量监测中，该区成为全省唯一超全国平均水平的市
县（区）。

同时，龙华区医疗卫生水平稳步提升，46 个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标准化项目加快建设，2 个街道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相
继建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覆盖面加大。全民慢性病综合防
控能力提高，顺利通过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验收。全
区上下群防群治、不留死角，登革热疫情得到有效遏制。

此外，社会保障更加扎实细密，各类就业政策有效落
实，新增城镇就业 10350 人，推动失业人员再就业 4287 人，
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1424 人，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长者饭堂助餐服务试点覆盖全部镇街，发放城乡居民养
老金 4700 万元、高龄补贴 1569 万元，近 6.1 万人受益；发放
低保金、困境儿童救助金等救助资金 2152 万元，4643 人受
益。推动平价菜摊走进 35 个小区，切实保障好群众的“菜
篮子”。

本报讯（记者林鸿河 马宏新 许光伟）6
月 29 日，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依托“路长
制”勤务机制，联合儋州市交通局，利用缉查
布控系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当天，连续查
处机动车逾期未年检交通违法行为 8 起。

行动中，执勤路管员在省道美洋线 18 公
里处设立拦截点，通过预警签收、发布指令、
拦截车辆、检查查处、情况反馈的机动车缉查
布控链条，采取设卡检查与流动查控结合的
缉查模式全面推进重点违法行为查处工作。

缉查布控充分发挥科技力量，加大对违法、隐
患消除力度，有效打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该支队对当天查获的机动车逾期未年检
交通违法行为的 8 名驾驶员，均依法处以罚
款 200 元、驾驶证记 3 分的处罚。

执勤交警为市民演示如何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执勤交警为市民演示如何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海口出台11条意见加强招商引资工作

建立在谈项目跨区流转制度

儋州交警利用缉查布控系统整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车辆逾期未年检 8司机被记3分

海口交警联合企业开展“一盔一带”交通劝导宣传

向驾乘人员赠安全头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