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立全国首家省级业委会协会

“因为是纯公益性质的组织，协会

创立初期非常艰难，刚来海南核心团

队只有3个人，我把自己100多万的积

蓄全部投入其中。”肖江涛感慨道，在

长沙，他是业委会的组织者，只需要管

好自己小区就行，在海南做协会工作，

要把成百上千个小区凝聚在一起，虽

然平台更高、视野更大了，但困难和阻

力也越来越大，但他并不气馁。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8 年 6 月 2

日，海南成立全国首家省级业主委员

会协会。“现如今，海南省业主委员会

协会就像是业主们的‘娘家’一样，实

实在在为基层解决了大量矛盾纠纷。”

肖江涛告诉记者，近期调解比较成功

的案例比比皆是。

7月初，海口某小区业主们不满意

原物业公司，新老物业交接不顺畅，

200名业主不同意给老物业公司交物

业费，老物业公司索性不走了。矛盾

一度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老物业公

司想一纸诉状将200名业主起诉至海

口市琼山区法院。肖江涛介绍说，基

于化解矛盾的初心，他决定和团队配

合法院工作人员，主动出击去调和这

场矛盾。

“一开始特别不顺利，业主代表来

谈判，态度非常强硬。他认为物业公

司工作做得不到位，不应该获得物业

费。”肖江涛介绍说，为了说服业主代

表，他上门调解了十多次，讲情讲理，

让业主代表有了动摇。

“他强势，我就柔和，他平静，我再

说法理。”肖江涛告诉记者，调解的一

个关键因素就是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

想，换位思考，了解对方的诉求点。

据介绍，业主代表认可了调解的

思路后，说服了大部分业主。目前双

方各退一步，老物业公司按时搬离小

区，200名业主交一半物业费，矛盾得

到了成功化解。

“以前互联网大咖们总喜欢说‘风

口’，我还不太理解，看了7月11日发布

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后，我强烈感觉到——推进社区治理的

风口真的来了。我们有信心改变海南

乃至全国的社区治理面貌。”肖江涛说。

跨越1000多公里“湘”助海南

解答完前来“取经”的志愿者们后，

肖江涛笑着对记者说：“不好意思，久等

了，每天基本上都是这个状态，除了现

场解答，很多人会打电话、发微信，微信

上线好友数是5000个，我没办法，又申

请了几个号来加这些全国各地的业主

代表。”

肖江涛有一口湘味普通话。他告

诉记者，2012年他在长沙打拼，打算买

房和家人居住，“‘钢铁森林’般的城市

里，很难找到童年时的邻里温情。我想

为孩子和家人创造一个和谐友爱的小

区环境。”

“下定决心后我就开始行动，在网

上发帖、建QQ群，想把大家凝聚到一

起，让大家彼此认识和熟悉。”肖江涛介

绍说，除了线上交流，他还利用工作便

利组织线下拓展运动，业主群越来越热

闹，大家对他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原

来50人的QQ群，逐渐扩大到1000名

成员。

肖江涛介绍说，2014年，在众人的

推选下，他牵头组织筹建小区业委会，

积极协调解决业主与物业、开发商之间

的矛盾，运用法律手段，顺利帮助邻居

们向开发商争取到逾期交房的违约金。

海南省业协顾问、海口市业协党

支部书记陈多光告诉记者，肖江涛做得

很成功，很快，他所在的小区因管理有

方、邻里和谐，成为当地的标杆。

“感受到梦想一点点照亮现实，为

了帮助更多人实现和谐小区的梦想，我

开始探索‘互联网+社区治理’的研

究。”肖江涛表示，2017年，他将“互联

网+创业”氛围比较好的海南选为事业

发展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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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南
“平安之星”
（候选人）

扫码读新闻

蹄疾步稳推进全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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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霄（左二）生前到群众家中走访了解生活生产近况

4 月 29 日，一声声
蝉鸣和鸟叫打破了陵水黎

族自治县文罗镇政府清晨的宁
静。

当天上午 8 时，文罗镇党委副书
记、政法委员陈霄的追思会正在这里举

办，除了陈霄的同事，镇上不少群众闻讯
后纷纷赶来送别。

“逝者已逝，生者如斯。今天，我们怀着
无比沉痛的心情在这里悼念陈霄同志……”
随着主持人的话音响起，大家才猛然意识
到，这位年仅 38 岁，始终心系群众的好干部
永远离开了。

因工作出色、尽职尽责，近日，在中
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剑主办的
“平安之星”评选活动中，陈霄入选

新一期候选人。

■本报全媒体记者麦文耀

他把100多万积蓄投入公益组织
省业委会协会会长、海口市司法局专职调解员肖江涛扎根基层化解矛盾

■本报全媒体记者连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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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我的愿
望，是让更多的小区充满有温度

的人情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需要人人参与、人人尽责。”
7 月 9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海南省业
主委员会协会会长、海口市司法局专
职调解员肖江涛说。

在肖江涛和一群志同道合志愿者
的“张罗”下，2018 年 6 月 2 日，海南成
立了全国首家省级业主委员会协会，
肖江涛出任第一届秘书长，协会成立
了党支部，设立了专家委员会、律师工
作室、培训指导部等部门，帮助 200 多
个小区顺利成立业委会。截至目前，
协会已服务全省 1600 多个小区，上万
名热心公益事业、业委会事务的志愿
者聚集到协会周围。他本着“纠纷不
出小区，就地化解”的原则开展小区物
业纠纷调解工作，有效调解了一批小
区物业纠纷；同时还重点调解了几宗
历史遗留的“老大难”纠纷。

近日，在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
长安剑主办的“平安之星”评选活动
中，肖江涛成为新一期候选人。

“

一位有责任心的“工作狂”

7月13日，记者前往文罗镇，探访

陈霄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

虽然陈霄已经走了两个多月，但

他的办公桌还保持着最后一次加班时

的样子，所有物件摆放依旧是他生前

最喜欢的位置。一台电脑、一副带有

名字的横牌，还有桌上、桌脚堆满的各

种材料。

“书记去世的前几天还笑着跟我

说‘五一’长假要带家人出去放松一

下，没想到‘五一’还没到，人已经走

了。”时至今日，同事潘雪清每天上班

的时候，都会不经意望向陈霄的办公

室。潘雪清说，工作中陈霄对她很是

照顾。

平日里，陈霄腰间总挂着一串钥

匙，走起路来叮铃作响。前几日，潘雪

清在办公室整理材料时，忽然听到楼道

里传来钥匙碰撞的叮铃声，她下意识地

跑出去一看，发现是前来办事的群众。

“书记对所有工作可以说是亲自

把关，尽职尽责，从不拖拖拉拉。”在同

事温兴润的眼里，陈霄是一个责任心

很强的“工作狂”。镇里工作繁忙，陈

霄经常是一两个月都不回家，他的妻

子体弱多病，几次去海口住院，陈霄甚

至都抽不出时间去陪护。

再后来，为了方便工作，陈霄把生

活用品直接“运”到了办公室。不仅如

此，因为妻子下班时间比较晚，陈霄在

加班时会拜托同事帮忙去接孩子放

学。就这样，孩子也常常在办公室陪

着父亲加班至深夜，饿了就吃点饼干，

困了就趴在办公桌上睡觉。同事们都

打趣道：“陈书记，你这是拖家带口过

来加班呀……”对此，陈霄每次都憨憨

地笑着不做解释。

在睡梦中突发疾病去世

4月 27日上午6时，陈霄的妻子像

往常一样喊陈霄起床送孩子上学，但这

次怎么叫都叫不醒，用手一摇才发现丈

夫身体冰凉。慌张之余，妻子第一时间

拨打120急救电话，待医护人员赶到时，

陈霄已没了生命体征。

“他怎么就这么走了呢，他走了，我

和孩子以后可怎么办……”陈霄的妻子

瘫坐在地上痛哭了起来，旁人的安慰显

得有些无力。

当天，陈霄去世的消息传到单位

时，同事们都不相信，“怎么可能？”“这

几天他还跟我们有说有笑，今天怎么就

……”

“他自任职以来，始终尽心竭力面

对各项工作，常常会加班至深夜。”文罗

镇党委书记符小玲向记者介绍说，去世

前那几个月，陈霄多次加班加点进村入

户宣传换届选举政策、组织群众接种疫

苗等。在去世前一天晚上，陈霄还到驻

点村部署村党支部、村小组组长换届选

举工作至深夜。

不幸的是，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家

后，陈霄在睡梦中突发疾病去世。

“陈霄是党和国家培养的好干部，

为人民群众失去一位好干部深表遗

憾。”5月7日上午，陵水县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张纳军带队前往文罗镇吊唁

慰问，他充分肯定了陈霄良好的工作能

力和工作作风，以及推进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等工作取得的成效。

对待同事像兄长

活泼开朗、平易近人，这是记者在采

访中了解到同事们对陈霄的印象。

“陈书记跟谁都聊得来，就像兄长一

样，对大家的工作和生活非常上心，从来不

会大声训斥下属，向来都是耐心指导。”同

事王安能回忆说，因为大家都说陈霄长得

像新疆人，在一次部门聚会上，陈霄饶有兴

致地为大家表演烤肉串，还精心准备了一

段新疆舞蹈。

“这么好的一位老大哥，怎么说走就

走了？”王安能声音突然哽咽。

陈霄的不幸去世，不止他的家人和同

事感到悲痛，还有文罗镇坡村村委会新西

园村的村民黄德强也感到很难过。

黄德强是陈霄的帮扶户，多年的相

处，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自受帮扶以

来，黄德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善。从

当初的愁吃穿，到如今家中养着三十几头

牛；从当初漏雨的瓦房，再到如今已经改造

好的小平房，这些都让黄德强一直记在心

里。

黄德强告诉记者，平日里，陈霄到他

家中走访时，常常会给他的3个孩子带小

礼物，并教导孩子们要好好学习，懂得知恩

图报，长大后报效社会。

记者了解到，陈霄在帮扶期间先后为

黄德强3个孩子申请了助学金，还通过多

方协调，为其妻子和弟弟申请到了公益岗

位。

“说真的，如果没有陈书记尽心尽力

地帮助，我们一家根本不会过上如今的生

活。只希望陈书记能一路走好。”采访中，

对于陈霄的去世，黄德强难掩悲痛与不舍。

在大家看来，陈霄就是这样一个“死

脑筋”的人，总是一心扑在工作和事业上，

为老百姓们服务，从来不计个人得失，倾情

奉献、无怨无悔……

省高院组织召开全省法
院第一批队伍教育整顿

“回头看”推进会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
导向、效果导向

7月 16日，省高院组织召开全

省法院第一批队伍教育整顿“回头

看”推进会，就全省法院第一批队伍

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行部署。

会议指出，“回头看”工作是检

验教育整顿能否过关、能否达到要

求的关键环节，是对教育整顿成果

的进一步深化巩固。

会议要求，参加第一批教育整

顿的法院，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彻

底消除与己无关、已经过关、没有感

觉的错误思想；要吃透“回头看”要

求，对标对表，加强整改的针对性、

目标性，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

向、效果导向；要做好成果转化，把

成果转化到常治长效中，持续推动

海南法院整体工作高质量发展。

省监狱管理局督导调研
监狱队伍教育整顿“回头
看”工作

现场反馈检查意见建议

7月14日至15日，省监狱管理

局调研组分赴各监狱，就队伍教育

整顿“回头看”工作进行督导。

在省美兰监狱、省琼山监狱等

单位，调研组通过详细查阅工作台

账、现场提问、听取汇报的方式，对

照《全省第一批监狱系统队伍教育

整顿“回头看”工作方案》开展检查

指导，现场反馈检查意见建议，并召

开座谈会。

调研组强调，“回头看”既是第

一批队伍教育整顿的总结和回顾，

又是第二批队伍教育整顿的起点，

广大干警要坚持走好队伍教育整顿

“最后一公里”，确保队伍教育整顿

取得实效。

五指山

召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回头看”工作部署会

加强组织领导、拧紧
责任链条

7月15日，五指山市召开2021

年第二次政法委员(扩大)会议暨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部署

会。五指山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刘辉主持会议并部署“回头看”工

作。

会议强调，学习教育要深入持

久。要以党史学习教育为统领，持

续推动政治教育、警示教育、英模教

育常态化；案件线索要动态清零。

各责任单位要加大现有案件线索核

查办理力度，建立动态清零台账，限

定查结期限、提高查办质效；要彻底

整治顽瘴痼疾。全面分类施策整

改、对症下药整治；要紧扣中央督导

组反馈的共性问题，全面主动认领、

制定持续整改方案、逐一建账立档、

精准整改落实；要加强组织领导、拧

紧责任链条，以更严要求巩固教育

整顿“回头看”成果成效。

乐东

乐东司法局

召开队伍教育整顿
“回头看”警示教育大会
暨专题学习会

7月 16日，乐东黎族自治县司

法局召开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警

示教育大会暨专题学习会。

会议传达海南省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关于内部通报“被查从严”典

型案例的通知》等。

会议要求，要突出警示功能，立

足岗位职责，坚持问题导向，引导全

体司法行政干部从思想源头上消除

贪腐之念，牢记初心使命，永葆为民

服务宗旨；要持续加强学习，切实增

强司法行政干部学习教育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不断激发干事创业的动

力，提升执法司法的质量；要把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成果转化为加强

“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际效力，切

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东方

东方检察院

召开会议要求持续
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

近日，东方市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曾涛主持召开队伍教育整顿

领导小组暨“回头看”动员部署会。

会议要求，要持续抓好教育整

顿工作，保证思想不松、力度不减、

标准不降；要抓好督导意见的整改，

分管院领导要担起整改主体责任，

全面梳理、认真研究、对照检查，采

取强有力的举措确保全面整改到

位；要认真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持续推进“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要扎实做好教育整顿

“后半篇”文章，不断完善制度机制

建设，将工作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固

化形成制度规范，促进教育整顿成

果长效化。

陵水

陵水法院

部署“回头看”工作
要求持续整改顽瘴痼疾、
攻坚专项突出问题

7月 15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法

院召开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

部署会。

会议要求，要高站位深化思想

认识，毫不放松抓好统筹兼顾，克服

过关思想、交差心态，做到持续发

力、慎终如始；要聚焦教育整顿中未

整治到位、未清仓见底、未健全完善

的问题进行再排查、再整改、再深

化，全面梳理短板弱项，持续整改顽

瘴痼疾，攻坚专项突出问题，健全加

固制度屏障；要持续深入开展好“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确保“回

头看”见行动见落实见成效。

琼海

琼海法院

聚焦“回头看”目标
任务保持思想不松、力度
不减、标准不降

7月 16日，琼海市法院召开队

伍教育整顿“回头看”部署会。

会议解读《琼海市人民法院关

于落实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

方案》。

会议要求，要聚焦“回头看”目

标任务，抓住重点，保持思想不松、

力度不减、标准不降；要做到学习教

育贯穿始终、案件线索要见底清零、

顽瘴痼疾要标本兼治、问题整改要

坚决彻底、建章立制要全面完善、教

育整顿成果要及时转化；要深刻认

识“ 回头看”工作的重要性，坚持问

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持续

抓紧抓细抓实，做到认识再提升、措

施再强化、落实再坚决，坚持“时间

服从质量”的要求，切实推动教育整

顿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完成。

白沙

白沙检察院

召开“自查从宽、被
查从严”政策宣讲会

7月 15日，白沙黎族自治县检

察院召开“自查从宽、被查从严”政

策宣讲会。

在宣讲会上，该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胡俊东对“自查从宽、被查从

严”政策的适用对象、时间、情形和

“自查、被查”结果等进行全面讲解，

要求全体干警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深刻理解政策导向、政策制定初

衷，“主动查与被动查不一样”“早讲

早主动、不讲就被动”，要以思想自

觉引导行动自觉，激发自查自纠的

内力；要深刻反思反省，敢于直面问

题、敢于修正错误，坚决以刀刃向内

的决心达到检察队伍自我净化、自

我革新的目的。

（稿件综合本报全媒体记者陈
敏 连蒙 杨春梅 陈太东 董林 麦文
耀 赵世馨 郭彦 杨晓晖 宋飞杰）

我省政法系统聚焦问题再补课

夯实队伍根基

肖江涛向小区业委会成员答疑解惑 全媒体记者连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