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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 通讯员 #$%

今年是!公务员法"颁布实施 !周年# !

年来$ 我省始终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以
!公务员法"颁布为契机$努力建设政治上
靠得住%工作上有成效%作风上过得硬%人
民群众信得过的公务员队伍$ 为海南发展
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和人才保证$公
务员队伍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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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省外事部门工作的公务员张先生
至今记得$"##$年公务员法施行之时$宣传
学习声势浩大$公务员登记%确定职级%工资
套改等工作任务繁重$&在办公场所$随处可
见公务员法的宣传招贴画# '张先生说#

公务员法的贯彻实施是一项系统工
程#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海南省
实施公务员法工作领导小组$ 在公务员法
实施准备和实施工作中$ 各级组织人事部
门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共同推进了公务员
法在全省范围的顺利实施# 我省基本形成
了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 各级组织人事部
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的公务员管理工作格局#

实施!公务员法"以来$我省认真贯彻
执行!公务员法"及国家的 %&个配套法规$

并结合本省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规定$

全省公务员依法管理% 依法办事的法律法
规体系基本形成# 全省平稳顺利地完成了
公务员登记%职务与级别确定%工资套改和
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集中审批任
务$公务员制度顺利入轨运行# 五年来$我
省共登记公务员 '万余人$ 纳入参照公务
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达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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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小吴两年前通过统一考

试$进入了三亚市的政府部门$当上了一名
公务员# 日前他与海南日报记者谈起考录
的过程$&我没有什么背景$ 也没有托过什
么人$ 应该说通过亲身体验感到公务员的
招录是公开透明的# '

我省坚持&凡进必考'原则$实行省市
(县) 乡三级联考和面向基层招考制度$不
断完善和创新考试制度和方法$ 坚持从基
层和生产一线考录公务员$ 从 "##( 年开
始$ 每年都加大公务员招考条件中有基层
工作经历的岗位比例$到 "#%"年$除部分
特殊职位外$省直机关招录公务员将 %##)

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
录#五年来$全省各级党政机关面向社会考
录了 $(!&名公务员#

我省还在全省范围内积极打破 &论资
排辈'现象$大力推行竞争上岗和轮岗交流
制度#近年来$我省各级机关和参照管理单
位按照中央的要求$坚持民主%公开%竞争%

择优$全面实行竞争上岗#近万人参与了竞
争上岗$ 一大批优秀公务员在竞争中脱颖
而出$极大地激发了工作热情$增强了生机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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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登录网上 &海口市公务员在线学
习平台'$输入卡号密码$就可以足不出户$

聆听国内顶级专家学者的讲座# 该学习平
台本月正式启用$公务员蔡向红高兴地说*

&我们的培训也有了信息化的翅膀# '

我省坚持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以岗位需
求为导向$以初任培训%任职培训%专门业务
培训和更新知识培训为主要形式$积极开展
公务员培训$不断创新培训思路%更新培训
理念%提升培训质量$扩大培训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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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两新”产业蓄势待发
本报记者 & '

代表着三星(海南)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自主研发预制棒生产技术的光纤新工法第四%第
五期日前投产+今年初落户定安塔岭工业园区的
东方光大集团通信级塑料光纤项目$计划 $月动
工建设+今年底$海南神州新能源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车用压缩沼气项目也将建成投产,,

伴随中航特玻%英利%汉能%神州%东方光
大等国内知名企业进军海南的脚步$一个个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项目佳音频传# 作为国家
加快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我省新
能源新材料产业涉足太阳能%风能%核能%生
物质能及特种玻璃% 光纤光缆等众多领域$

不折不扣地成为海南集约发展新型工业的
重要着力点$为我省优化产业结构和转变发
展方式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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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片巨幅玻璃从主线成型% 打磨%下

片$被一只只灵活的&机械手'装进了运输车
,,今年 !月 "*日$ 位于澄迈老城开发区
的海南中航特玻材料生产基地内$%号电子
玻璃生产线%"号线超白 +,-太阳能玻璃生
产线一派红火#&月底和 (月初$.号建筑节
能 /-0-1玻璃生产线和 '号航空玻璃生
产线也将相继建成投产#中航三鑫公司总经
理%海南中航特玻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平
元说$一期 '条生产线投产后$每天可达产
"'##吨特种玻璃原片$ 海南将成为国内最
大的特玻材料生产基地#

当前$全世界都在关注气候变暖$步入
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全球不可逆转的趋势$这
意味着势必要加快产业机构的调整# 据省工
信厅的数字$ 目前我省新能源及新能源应
用%新材料产业项目 "$个$截至去年已建成
投产的项目 %!个$产值 "*亿元$增加值 %#

亿元$ 占全省 234#5!)$ 占工业增加值
"6$7+在建项目 %%个$总投资额 "%!6"亿元#

作为海南发展新型工业的一个 &标杆'

企业$去年 &月海南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一
期 %##兆瓦项目已正式投产$随后又启动了
一期 %##兆瓦扩建及二期 '##兆瓦项目$两
个项目预计分别于今年 !月%%%月投产$今
年海南英利预计实现销售收入 ""亿元# 海
南英利方面透露$在太阳能电池生产线建设
的同时$包括光伏组件用焊带%接线盒等项
目等配套项目也已启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
值 &6!亿元#

去年底$汉能控股集团在海南创下了&汉
能速度'*一个多月内$先后完成了公司注册%

项目备案%用地转让%环评%地质勘探%临时道
路%进场开工等工作#汉能集团有关负责人表
示$在未来 !年内$汉能集团将在海口综合保
税区内累计投资 %%#亿元$分 .期建设 %###

兆瓦薄膜太阳能电池生产基地#

据悉$预计到 "#%"年底$我省新能源%

新材料产业将形成产值 %$%6(亿元$增加值
'(6!亿元$占全省 234%6*)$占工业增加值
*6$)#到 "#%!年$我省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力

争产值超过 %###亿元$增加值 .##亿元$占
工业增加值 '#)左右$占全省 234()$形成
超百亿元企业达 !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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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召开的全省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发展专题会议上$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保铭
要求$&要通过新能源新材料的大力推广$为
中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增添特别魅力# '

&十一五'期间$我省在石油天然气化
工%林纸一体化%汽车及配件%制药%矿产资
源加工和农副产品加工等现代新型工业体
系基础上$逐步优化工业内部结构$高新技
术产业开始崛起$新材料%新能源逐渐发展
成为我省两大新兴支柱产业#

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省政府近
日出台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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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我省一名旅客因违规将所购买的免税
品转交给他人带出机场隔离区$ 被限制 .

年内不得享受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
策#海口海关为此提醒广大旅客$所购买的
免税品必须由本人一次性携运离岛$ 不得
转交或转售给他人带出机场隔离区#

当日$旅客李某将在三亚免税商店购买
的免税品赠送给一同进入隔离区送行的朋
友张某$ 张某将免税品携带出隔离区时$被
在出口通道值班的海关关员和海关协管员
检查发现#海关关员与张某一起找到旅客李
某后$将免税品退还李某#同时$海关关员向
李某宣传海关政策规定$ 发放违规告知单$

并将李某的违规信息录入海关监管系统$限
制其 .年内不得享受离岛免税政策#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海南
省离岛旅客免税购物监管暂行办法" 第十
四条规定$离岛旅客有三种情形之一的$在

.年内不得享受离岛免税购物政策*未按照
规定将免税品携运离岛的+ 提供虚假身份
证件或者离岛航班等信息的+ 违反其他规
定的#同时该!暂行办法"第十五条还规定$

构成走私行为或者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
的$由海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
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受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实施效应带动$近
一个月来三亚凤凰机场%海口美兰机场进出
岛人流量增大# 为避免因手续繁琐造成购
物%提货现场人流拥堵现象$影响旅客乘机$

海口海关坚持&由企及物'和&守法便利'的
执法理念$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全力为旅
客提供一个便利快捷的购物% 提货通关环
境#同时$海口海关在免税店%机场设立了监
管机构$综合运用信息管理系统%巡查核查%

视频监控等方式方法$提高监管服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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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年 "月我
省启动家电下乡工作以来$ 全省家电下乡
产品销售累计已达约 %##万台(件)$销售
额超过 %!亿元# 今年$我省又新增电饭煲
为家电下乡补贴产品$ 并将于近期开展此
类补贴产品即买即补工作#

目前$ 我省已开展即买即补工作的 *

类家电下乡产品为彩电%电冰箱%手机%洗
衣机%电脑%热水器%空调%微波炉和电磁
炉#统计显示$去年我省家电下乡产品销售
量和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了 %倍和 %6(倍#

在 *类家电下乡补贴品种中$彩电%冰箱%

洗衣机%空调等销量最好$海口%三亚%琼

海% 万宁等市县家电下乡产品销量位居前
列# 今年以来$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
销量仍旧居前$受手机品种偏少等影响$手
机销量出现下滑#

今年新增的家电下乡产品电饭煲$其
补贴方式依然是按销售价格的 %.)给予财
政补贴$ 并设最高补贴限额# 每户限购 "

台$ 每台电饭煲最高领补金额不超过 $!

元#凡持有农村户口以及国有农%林场职工
户口的消费者$ 购买新增品种均可享受该
优惠# 据了解$我省已对家电下乡产品(电
饭煲) 及供货资格招标项目组织了公开招
标采购$并于近日完成了评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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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旬$琼海市
委正式启动镇换届工作# 近日$市委召开换
届选举工作老干部通报会议$向全市 .##多
名科级以上离退休老干部通报全市镇换届
工作安排部署情况# 据了解$这一做法在琼
海市尚属首次$得到了广大老干部的赞赏#

今年已经 (.岁高龄的原琼海县委组织
部长%原琼海县政协主席符气新说*&我原来
当了近 "#年的组织部长$以前县委%市委向
老干部汇报工作$范围一般限定在处级以上
的领导干部$ 今天通报范围则扩大到副科
级$其规模之大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

琼海市委组织部负责人认为$ 老干部
在一个家庭% 一个村子和一个社区有着相
当的影响力$经他们宣传$就会有更多的群
众了解与支持组织工作#已经退休 %"个年
头的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甘先琼说*&市
委在如此大范围内通报镇级换届工作情
况$ 让老干部知道现在选拔领导干部的方
法$了解了镇换届工作的公开性$也将得到
老干部的理解%支持与监督$有利于营造风
清气正的换届环境# '

QRSTUVWXYZ[

TUVWXYZ[\]^_`ab[cd

efghijklmno

��h�

)

°

#*

¢� !()��� ,

-.���"海南省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
原副主任曹文华同志遗体送别仪式$今天上午
在海口市殡仪馆举行#全省各界 !##余人怀着
沉痛的心情$向曹文华同志作最后的告别#

曹文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 "#%%年
!月 "!日 !时在海口逝世$享年 (.岁#

曹文华同志逝世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
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来电$对曹文
华同志逝世表示哀悼$对其家属表示慰问#中共
中央组织部%全国人大办公厅敬献了花圈#

曹文华同志住院治疗期间$省领导卫留

成%罗保铭%于迅等多次前往或委托他人到
医院看望$并指示有关部门想方设法给予治
疗和抢救#曹文华同志逝世后$卫留成%罗保
铭%于迅等省四套班子领导和阮崇武%陈玉
益%王广宪%钟文等老干部对曹文华同志亲
属表示慰问并敬献了花圈#

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敬献了花圈#

敬献花圈的还有曹文华同志亲属% 生前友好以
及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有关市县人大%曹文华
同志家乡和他曾经工作过的市县和单位#

哀乐低回#海口市殡仪馆告别厅庄严肃穆$

告别厅大门两侧的挽联上写着*&鞠躬尽瘁毕生
无悔$光明磊落浩气长存'$表达了对曹文华同
志的悼念之情$正厅上方悬挂着白底黑字的横幅

&沉痛悼念曹文华同志'$横幅下方是曹文华同
志的遗像#曹文华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
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 *时$罗保铭%于迅%蒋定之%王为
璐%肖若海%许俊%陈辞%楼阳生%符桂花%符
兴%毕志强%张力夫%陈海波%林方略%李秀
领%赵莉莎%史贻云%王宇田等省领导$以及
老干部陈玉益%王广宪%钟文%董范园%王学
萍%刘学斌%张德春%吴昌元%陈苏厚%毛志
君%秦醒民%陈孙文%王亚保%王法仁%章锦
涛%李天相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曹文华
同志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曹文华同志遗体三
鞠躬$作最后送别$并与他的亲属一一握手$

表示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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