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Ë(根据中央纪委部署和省委要求!为切实
做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监督检查工
作!省纪委结合我省实际!日前出台"关于开
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监督检查的实施
意见#$简称%意见&'(

据了解!由省纪委牵头!海南省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监督检查工作领导小组日前成
立!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为璐任组长!省发
改委)省旅游委)省工信厅等部门为成员单位(

"意见&指出!开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监督检查工作!对于增强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决策部署的自
觉性)主动性和责任感)紧迫感!及时发现和
纠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的问题和偏
差! 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等方面!

都具有重要作用(

"意见&明确!在今后一个时期特别是今
明两年!要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监督检
查工作放在重要位置!重点对贯彻落实"国
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
若干意见&和"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规
划纲要&情况)对管理通胀预期有关工作落

实情况)对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政策落实情
况)对重点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专项投资项
目实施及其经费管理使用情况等 !"方面开
展监督检查(

"意见&强调!要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
禁不止的行为( 对检查中发现的一般性问
题!各牵头部门要督促有关市县和单位制定
整改措施!明确整改责任!确保整改到位*对
检查中发现比较严重的问题!在督促抓好整
改的同时!该处罚的要处罚!该通报的要通
报批评!该问责的要问责!坚决纠正有令不
行)有禁不止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行
为* 对检查中发现的违纪违法案件线索!要
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依纪依法查处(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执行纪律作为推动整改)

确保检查取得实效的重要手段!对各种违纪
违法案件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切实增强
监督检查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据介绍!有关部门将通过召开新闻发布
会)媒体公开报道等方式!及时向社会公布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策落实和监督检
查的有关情况!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和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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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上午!海南省第六次律师代表大会在海口召
开(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肖若海出席开幕
会议(

会议通过了"海南省律师协会第五届理
事会工作报告&)"海南省律师协会第五届理
事会财务工作报告&和"海南省律师协会章
程$修订草案'&!并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
新一任的省律师协会会长)名誉会长)副会
长)理事!同时向全省律师发出建设国际旅
游岛百名律师志愿者的倡议书(

会上!肖若海要求!+十二五,期间!全体
律师要围绕社会矛盾化解! 社会管理创新)

公正廉洁执法)治安环境整治四项重点工作!

深入研究涉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
调整!科技进步创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等重点领域的法律问题!

拓展非法律服务领域!提升法律服务层次和
质量!提高服务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截至 #"!"年 !#月底! 我省律师事务
所从 #""$年的 %&家发展到 $&家! 注册律
师从 #""$ 年底的 $'( 人发展到 &%" 人!增
长率达 #$)*+( *年间!我省律师事务所共办
理各类案件 #)$万余件!累计收入 ,)!亿元(

去年全省律师业务创收更是首次突破 *亿
元!比 #""&年增长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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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ÎÏ¹ ÐÑ

,'年了!文昌市东路镇的葫芦村还叫
葫芦村!只不过天地发生了巨变(

邢益秋拿出一张照片!上面是一间低
矮破旧的小土屋!+这是我伯父邢福起家
的房子!去年被洪水冲垮!幸亏拍了照!有
个念想( ,

如今!在小土屋的原址上!邢益秋盖
起了三间大屋( 尽管没有完工!但从框架
上看!气势远远超过原来的小土屋( 距此
不远! 邻居家三层高的楼房装修得极漂
亮!屋里彩电)冰箱)音响等一应俱全!跟

城里没什么两样( 屋外的大树下!几名妇
女躺在网床上聊天*光滑的石凳上!几个
老人在歇息--

葫芦村得名于该村的葫芦形状( 全村
!,""多人中!!#,(人姓邢( 每每提起邢福
起!提起革命者的事迹!这些晚辈总能眉
飞色舞地谈论一通!引以为豪( 也许正因
革命烈士的榜样!葫芦村民风淳朴!村民
积极追求进步!日子越过越好(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邢增一告
诉记者!#""%年葫芦村创建文明生态村!

硬化村道!美化环境!装上路灯!建了系列
文化体育设施( 近 *年来!文明生态村总
投入达 '""万元!村容村貌大大改观(

尤其是 #""%年 !"月!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李长春来到葫芦村考察!带来了党
中央的亲切问候!极大振奋村民们建设美
好家园的精神( #""$年!葫芦村被中央文
明委授予+全国文明生态村先进单位,(

如今!葫芦村入村有水泥大道)入户
有水泥小道!设有排球场)篮球场)足球
场)文化室)老年人活动中心)宣传栏等(

村中古树参天)民居崭新)路灯明亮!到处
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年!中央电视
台+名嘴,李瑞英)康辉)鞠萍)撒贝宁等到
该村采风!对葫芦村的美景大加赞赏(

近年来!该村十个村民小组设立经济
联合社! 发挥利用土地收益金的作用!每
年的集体经济收入约 !""万元( 村委会几
次分红!改善村民生活条件!举办公益事
业!每个村民都从中尝到了甜头(

邢增一向记者畅想!经济联合社将利
用集体资金建环村挡土墙)安装环村路灯
和垃圾桶等!特别是要争取政府和有关部
门及企业的支持!依托龙泉乡园和白鹭湖
生态片区等!开发+农家乐,一日游项目!

+让更多的人前来观光旅游! 让葫芦村父
老乡亲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他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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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摇篮
本报记者 ÎÏ¹ ÐÑ

文昌市东路镇葫芦村一带!流传这样
一句话/+你功劳再大!也大不过邢福起( ,

邢福起!何许人也0 何以会在当地百
姓心中有如此重的分量0

带着疑问! 海南日报记者抽丝剥茧!

打开了一幅壮美无比的红色画卷/ 在党
的领导下!觉醒的文昌农民放下锄头!离
开田间!跟随邢福起等人!集中学习政治
和军事知识! 奋起反击地主恶霸和国民
党反动派(

]^_`aZ[\

,'年前的文城黄氏祠堂! 前有文昌
河!后有深山密林!是个僻静的好地方(

!&#%年冬天! 黄氏族人在祠堂里迎来了
一群特殊的客人( 他们穿着朴素!一眼就
能看出是地道的农民!却聚在一起!认真
地当起学生听起课来( 授课教师中就有
邢福起(

邢福起是葫芦村人!在外读书期间深
受马列主义熏陶!!&#!年起就投身各种进
步活动( 随后加入共产党!活跃在文昌农
村地区(

!&#%年的琼崖革命形势! 如风起云
涌( 文昌的南阳乡)三台乡)共济乡)蛟塘
乡)中山乡等农民协会相继成立!当地党
组织的负责人分别担任这些农民协会的
领导(,月下旬!文昌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
会在文城召开! 宣布成立文昌县农民协
会!李应春任主席( 农会成立后!第一件事
就是组建农民自卫军!以便对付土豪劣绅
的压榨!维护农民权益(

眼见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培养更多懂
得军事政治知识的农民自卫军领导骨干!

成为当务之急( 那年冬天!在琼崖农会领

导下!文昌县农民协会在文城等地创办了
农民军事政治训练所( 李应春任所长!洪
德云任副所长!邢福起任政训主任!谭明
新)王录兑)刘汉任教官(

+在黄氏祠堂办训练所!应该是李应
春)洪德云)邢福起等一帮人!精挑细选的
结果(,$'岁的黄明奉目前负责编纂%黄氏
族谱&!他告诉记者!以前黄氏祠堂周围人
烟稀少!容易进出东面的宝芳)西面的南
阳)西北面的新桥等群众基础较好的农村
地区!便于联系和发动农民!而且黄家很
多人支持或投身革命!所以这里是训练农
民骨干的理想地方(

bcVWdVefg

文昌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符传昌说/

+邢福起是农民军事政治训练所的第三号
人物!在当时日益复杂的环境下!他的处
境比较危险!也因此波及到他的家人( ,

+他出去革命!可苦了家里的母亲)妻
子和小孩( ,$&岁的邢益秋是邢福起的亲
侄!他说!伯父参加共产党的消息在当地
传开后!恶霸)民团)国民党反动分子经常
上门骚扰!打骂伯父家人!+当时他的小孩
很小!伯母为防止意外!无奈托人将小孩

送到泰国避难(,从此!母子分别!再也没有
重逢(邢福起并不清楚家里的变故(他长年
在外奔波!极少有时间回家看一看(作为文
昌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邢福起常常出
现在训练所简陋的讲台上)乡间的田垄边!

传播革命道理!讲解政治)军事斗争知识(

他的时间几乎全部献给了党的事业(

在农民军事政治训练所学习的!一般
是优秀的农民协会会员( 学习内容包括政
治和军事等方面知识!共培训 * 期!训练
的农民骨干达 *""多人( 符传昌说!这些
学员学成后!返回到各区乡!开展武装斗
争( 他们在组建农民协会)建立革命武装)

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反动派等方面起了很
大作用!绝大多数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

hijklImno

!&#$年 (月! 国民党反动派举起屠
刀!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藏身
于黄氏宗祠里的农民军事政治训练所!被
迫关闭(

当时! 农民军事政治训练所一队学
员!在邢福起的带领下!为躲避敌人!辗转
来到家乡东路镇附近( 邢益秋常听伯母念
叨/伯父带+兵,顺路回家看望了母亲和她
后!随即往琼中方向进发!从此杳无音讯!

再也没有回来过( 家人后来听说他在路途
中遇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许多烈士如邢福起一般!在世上轰轰
烈烈地走一遭! 却长眠于不知名的地方!

甚至没留下只言片语和一件遗物( 他们的
英年早逝令人扼腕!但他们的名字将永远
铭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的故事将长留在
人们的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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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公务员法&施行五周年暨全省机关公
务员培训工作座谈会 ' 月 #$ 日在海口召
开( +十一五,时期!我省共培训行政机关公
务员 ,$%""人次!为建设高素质公务员队伍
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议由省委组织部和省公务员局主办(

据统计! 目前全省机关公务员总数为 '(&""

多人!其中省直机关 !,$""多人!市直机关
*"#""多人!乡镇机关 '&""多人( 按照省委
要求!我省将对现有公务员队伍开展新一轮
大规模培训!大幅度提高队伍素质!不断适
应党和人民的要求!适应我省事业发展对公
务员队伍的新要求(

会议传达了全国行政机关公务员培训
工作座谈会精神!并提出!要努力提高思想
认识!树立正确的培训观念!大力加强制度
建设!促进培训工作规范化实施!科学设置
培训内容! 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改
革培训方式!提高培训质量与效益!面向基
层夯实基础! 提升基层公务员的能力素质!

抓好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培训水平(

据了解!+十一五,时期!我省大力开展
公务员初任)任职)专门业务和在职培训四
类培训!切实提高公务员队伍履职能力( 各
市县各部门积极推进自主选学) 学分制管
理!广泛应用案例式)研讨式)情景模拟式等
现代培训方法!增强了培训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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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海南将着重打造生物产
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等七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 力争到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占 -./比重达到 %+左右( 在新能源
产业方面!大力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材料
生产项目!培育从硅片到太阳能电池的完整
产业链! 加快太阳能热利用技术推广应用!

开拓多元化太阳能光伏光热发电市场!积极
推进生物柴油等生物质能源开发*在新材料
产业方面!发展汽车)航天等先进装备制造
业发展所需新材料! 大力发展特种玻璃)航
空航天玻璃)生物纤维膜等新型材料!发展
工程塑料等先进结构材料!发展通信级塑料
光纤产业! 扩大可降解塑料制品的产能!发
展新型建材等产业(

产业发展离不开优良的环境(如何引导)

扶持和推动企业发展! 正成为我省各部门的
行动动力(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国土环境资源
厅获悉!我省将积极引导项目发展清洁生产)

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 推动生态产业不断发
展!并重点从发展生态产业)推进节能减排)

加强生态示范创建等方面予以推进(

省科技厅方面表示!+十二五,期间!海南
将加大新能源和新材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建立
一批国际级)省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积极推进太阳能光伏技术)国家级特种
玻璃技术)生物质能源等一批企业工程研发中
心建设( 同时!大力扶持在本土成长起来的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 技术领先的高新技术企业!

在促使企业提高研发能力!保持技术优势的同
时!创造良好的环境!使其尽快做强做大(

省住建厅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将争取到
#"!'年末!建筑工程中新型墙体)节能门窗
及环保型涂料等新型建材的应用率达到
$'+!使绿色理念真正融入并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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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海南新能源新材

料产业仍有许多瓶颈需要突破( 其中!基础
设施配套能力和人才问题尤为突出(

与内地其它近港城市相比!物流成本高
一直是海南工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随着+海
南制造,源源不断输送往欧美市场!海南英
利新能源有限公司越来越感觉到!新生产线
的陆续投产后!原材料及成品运输量越来越
大( 海南英利有关负责人说!目前通往海口
狮子岭工业园的道路只有海榆中线!且道路
运输条件极差!希望我省有关部门通过加速
狮子岭道路网建设等一揽子交通改进措施!

提高企业运输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高昂的物流成本! 同样令中航特玻颇为
+头疼,/码头费用高)出口转港成本高)运输周
期长)包装成本高(据中航特玻统计!由于没有
直达航线!中航特玻出口到欧洲)北美)韩国等
地的产品! 必须要到香港或内地其它港口转
运! 每吨产品至少增加运费 *""元1'""元!

每集装箱要增加转运费 *"""元左右(

产业发展需要高端人才引领!同样需要
大批高技能人才支撑(

成立于 #""%年的海南天聚太阳能有限
公司!是一家海南本土专业生产单晶硅太阳
能电池片的新能源高新技术企业!至+十二
五, 末将形成 !"""兆瓦太阳能电池片生产
能力( 海南天聚有关负责人说!海南不属于
光伏企业集中地区! 相关的专业人才短缺(

公司生产能力达到 !"""兆瓦太阳能电池片
和 '""兆瓦电池板产能时! 需要员工 ("""

余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人!生产技术
骨干 !"""人!高端人才 !'"人左右(虽然公
司在在引进) 留住人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但人才流失依然严重(

省工信厅建议!除了加大项目用地及配
套)财政)融资)人才)投资服务等扶持力度
外!在海口及周边市县)三亚及周边市县可
建立两大新能源) 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
区!鼓励支持高新技术产业集中落户产业基
地!发挥产业集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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