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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省政协召开重点
提案协商督办座谈会# 对政协委员提出的
$关于促进蓄冷空调应用的建议%进行协商
督办&省政协主席于迅强调#要提高对推广
使用蓄冷式空调的认识# 采取有效措施循
序渐进推广冰蓄冷空调技术&

据了解#蓄冷空调是一种储能产品& 蓄
冷空调利用夜间低谷负荷电力#制冰储存在
蓄冰装置中#白天融冰将所储存冷量释放出
来#减少电网高峰时段空调用电负荷& 由于
空调负荷与电力负荷的峰谷时段基本一致#

因此#冰蓄冷是电力调峰的有效手段&

据悉# 初期投入成本高是制约冰蓄冷
空调推广的重要原因& 对于冰蓄冷空调来
说#峰谷电差越大越合算& 目前#我省峰谷
电价差为 !"##会议建议#可根据我省实际#

制定针对蓄能的电价政策# 或运用财政手
段#制定有关补贴政策&

于迅对提案质量和办理落实工作给予
肯定& 他指出#推广使用蓄冷空调技术#是
确保完成节能减排目标' 推进资源节约型
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

他说#蓄冷式空调可以获得很大节能效果#

均衡电网峰谷负荷# 对生态环保有重大意
义&在我省推广冰蓄冷空调技术#要加大宣
传力度#做好整体规划#出台相关政策#使
用户愿意主动采用冰蓄冷空调技术&同时#

要进行系统研究#科学论证#循序渐进推进
这项工作&

于迅强调# 提案工作是人民政协履行
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 政协委员和各参加
单位通过提案所提建议# 凝聚了提案者的
智慧和心血& 提案承办单位办理好政协提
案#不仅是对委员负责#对改进和推动本单
位的工作也大有帮助&希望提案承办单位#

通过协商'交流'沟通#全面掌握提案内容#

努力提高提案办理质量& 省政协提案委员
会'经济委员会等专委会#要发挥好桥梁纽
带作用#做好服务工作&提案人要不断开拓
视野#深入调研#增强提案前瞻性'系统性'

可操作性&

副省长李秀领# 省政协秘书长李应济
出席会议& 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

省工信厅' 省发改委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出
席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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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确保换届工作和地方发展两不误双丰收

y6.

$月 #$日上午# 省委召开全省
市县换届工作会议# 对市县换届考察工作进
行小结# 研究部署市县乡换届下一阶段的工
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罗保铭
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强调#市县委书记
要切实担负起市县换届工作的第一责任#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好下一阶段的换届工
作#要严肃政策'严格程序'严明纪律#保证换
届风清气正#确保圆满完成换届任务&

罗保铭充分肯定了我省前一阶段的换届
工作&他指出#全省市县乡换届工作启动以来#

各级党委高度重视'领导有力#精心组织'工作
到位#严肃纪律'端正风气#市县乡换届工作开

局良好'平稳有序#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为圆满完成换届任务打下了良好基础&

罗保铭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
好下一步工作#确保圆满完成换届任务& 他
指出# 党委书记是换届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市县委书记要切实担负起市县换届工作的
第一责任&市县换届最关键在于选准配强市
县党政一把手# 要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
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
过的优秀干部配到市县党政一把手岗位上#

做到好中选优'优中配强#形成良好的用人
导向&换届工作的政策性'程序性'纪律性都
很强#社会关注度高#要严肃政策'严格程

序'严明纪律#保证换届风清气正& 要讲党
性'顾大局#正确对待个人的进退留转&各级
党委及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各司其
职'密切配合#形成抓换届工作的强大合力&

罗保铭强调# 要坚持换届与发展两手
抓'两手硬#确保换届工作和地方发展两不
误'双丰收& 当前要引导广大干部把精力和
心思用在工作上#集中力量抓好发展#确保
完成全年发展的目标任务& 要加大工作力
度#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工程进度#以一天也
不耽误的精神# 抓好在建项目的质量和进
度#抓好重大项目开工#抓好重大项目的国
家审批和省内审批#抓好各项民生指标任务

的兑现落实#抓好明年开工项目的前期准备
和政府资金的预算安排&同时要高度重视物
价调控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加大供给#平抑
物价#保障群众正常生活&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楼阳生在会上作了
关于市县换届考察工作小结和下一步工作
部署&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陈辞#副省长'

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省政协副主席邱德群#

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吴昌元出席会议&

市县委书记'市县长#省委考察组正副
组长#省纪委'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参加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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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县信访局内贴着一张特殊的值日
表&从 $月 #日到 !&日#除了周末#所有工
作日都安排了包括县委书记' 县长在内的
县四套班子领导坐班接访& 今天是 $月 #$

日#正轮到屯昌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雷
雨坐班&

上午 $时# 屯城恒兴一里居民王和文
与邻居走进县信访局的接访大厅# 想反映
公厕选址离住房太近' 影响群众生活的问
题& 雷雨听后#一边向群众解释#一边安排
县建设局负责人到现场走访&

(如果确实影响周围居民生活#大多数
居民反对#公厕就重新选址& )雷雨的话让
上访群众吃了定心丸&走出门#王和文笑着
对记者说#(平时有领导坐班接访# 老百姓
反映情况'解决问题容易多了& )

近年来# 屯昌将群众工作贯穿于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不断加强社会
管理创新#以接访为切入口#以(四个转变)

为亮点#深入推进群众工作& 几年来#全县
没有发生进京上访事件# 进省上访数量也
逐年递减# 并连续 )年被评为全省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先进县&

�� "� $��� %� $��

�% ��������

)个多月来# 屯城镇居民陈纯清一直
处于忙碌又兴奋的状态& 陈纯清家住屯城
昌兴路# 因房子报建问题常到有关部门上
访&今年在县里的大接访中#屯昌县委书记
江华安接待了她# 一周后她顺利报建& 如
今#房子已经开建&

接访如治水#宜疏不宜堵&

屯昌县信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除了
每年固定的大接访#从 (&&*年开始#县里还
实施了 (领导接访坐班制)& 每个月的工作
日# 县四套班子 (&多位领导轮流在县信访
局坐班& 不管是棘手的问题还是简单的问
题#上访群众都可以与县领导面对面坐到一
起反映问题#而不需要事先(过滤)&

屯昌还在县党政网站设立书记信箱'

县长信箱#同时建立健全了(网上信访)受
理'处理'答复'责任追究系列制度#做到让

所有信访件有部门负责'有专人办理'有办
理反馈&今年来#全县依托信访网络渠道共
受理群众信访问题 %(件#完全化解 )'件#

矛盾化解率达 $&+&

通过书记大接访'部门联合接访'县领
导坐班接访'政风行风热线'网上信访等多
种形式#屯昌不断拓宽民意表达渠道#并采
取职能部门分流'干部带案下访'跟踪督查
督办等措施# 确保群众信访案件得到有效
化解&

(建立定期接访机制#能及时受理和解
决群众的诉求# 同时也能及时发现当前群
众集中反映的'带有倾向性的问题#促使有
关部门更好地把握宏观决策& )屯昌县委书
记江华安说&

尽管定期接访机制实行之初任务较重#

但长期坚持下去#现在屯昌老百姓的矛盾纠
纷呈逐年下降趋势&据统计#屯昌县 (&#&年
的群众信访量和来访人数比 (&&*年分别下
降了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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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省参加第九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 #!)名运
动员陆续从贵阳启程#分别返回海口'三亚
两地&

$月 #&日*#.日#我省代表团在本届运
动会上参加了龙舟'珍珠球'射弩'陀螺'押
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木球'蹴球'

独竹漂等 ##个竞技项目和 !个综合技巧
类表演项目的比赛& 我省运动员奋力拼搏#

在 )年一届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上#获得了 )(枚竞技项目奖牌#展现了
我省的竞技体育水平和精神风貌& 其中#一
等奖 !个#二等奖 #)个和三等奖 (%个&

此外# 在综合技巧类表演项目上#

我省 $椰壳声声%'$斗笠下的笑容%和
$槟榔树上的小伙子 %! 个表演项目均
获一等奖&

今年#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首次对竞赛项目奖励办法进行改革# 取消
金'银'铜牌#改为设立一'二'三等奖&比赛

产生前 .名后# 按一等奖 #名' 二等奖 !

名'三等奖 )名的方式确定获奖等次&

据了解# 来自 %%个少数民族的 *''!

名选手参加了本届运动会##*个竞技项目
一共产生 #($个一等奖##.%个表演项目共
产生 ')个一等奖&

本届运动会也是我省代表团参加人
数' 参与竞赛项目和获得奖牌数量最多的
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其中#

独竹漂'木球'蹴球和高脚竞速 )个项目是
我省首次派员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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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海关统计# 今年 #/.月海南进出口值
达 .%0#亿美元#同比增长 !(0(+&其中 .月
份海南进出口值 #%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进'出口均创年内最高值&

#/.月# 海南租赁贸易和边境小额贸
易方式增长迅猛# 进口值分别为 !0.亿美
元和 #0) 亿美元 # 分别增长 (0# 倍和
.#0.+& 其中农产品出口 !0*亿美元#增长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0(亿美元#增长
#0'倍#增速居全国第四位& 原油和飞机等
大宗商品进口大幅增长# 进口值分别为
)%0#亿美元和 $亿美元#分别增长 )(+和

(!0*++农产品'纸浆进口均呈倍增态势&

香港'欧盟'东盟为海南出口市场前三甲#

阿曼'安哥拉'欧盟占据海南进口来源地
前 !位& 在 .月份#海南原油和飞机进口
保持大幅增长态势&

据了解#今年以来#海口海关抓住海南
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有利时机# 采取多项措
施助推海南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 推行进
出口分类通关改革# 为海南炼化' 海航集
团'昌江核电'华能东方电厂等重点企业和
项目进口设备和原材料提供(关企协调员)

服务'(预归类'预审价)'(提前申报#货到
放行)等通关便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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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J' 为有效落实耕地保护责任
制# 坚守耕地红线# 确保我省耕地占补平
衡#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蒋定之近日分别
与全省 #.个市县政府一把手签订了 (&##

年度耕地保护责任状#明确今年我省耕地
保护目标,即耕地保有量 #&.%万亩#基本
农田保护面积 $!%万亩& 责任状对耕地保
护任务指标'基本农田划定保护'土地执
法监察等 .项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这是
海南日报记者今天从省国土环境资源厅
了解到的&

省国土环境资源厅耕地保护处有关负
责人说#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日渐
升温#海南掀起了新一轮的投资热#一批重
点项目相继落户海南# 用地需求将呈增长
之势#我省耕地保护任务依然艰巨&

据悉# 责任状中除明确耕地保护硬性

指标外# 还明确年终对耕地保护责任目标
履行情况进行考核&对耕地保护措施得力'

成效突出的# 将给予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
偿使用费安排倾斜等奖励& 对耕地保护不
力的#将给予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改& 同
时#严格耕地保护执法监察工作#加强土地
利用动态巡查#坚决依法制止'查处非法占
用土地尤其是占用基本农田行为&

自 (&&'年起#省政府每年均与市县政
府一把手签订耕地保护责任状# 逐级落实
耕地保护责任#采取有力措施保护耕地&我
省严格执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从源头保
护耕地&在保障民生工程'重点工程建设用
地#促进高科技创意产业'现代工业'现代
旅游业建设的同时#严格用地审批监管#加
强盘活存量土地# 强化集约节约用地#%年
间省政府依法批准占用耕地 )0!万亩#仅为
国家下达指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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