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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思想认识% 切实增强贯

彻执行&廉政准则'的政治责任感

!一"贯彻落实#廉政准则$%是坚持党

要管党&从严治党%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

自律的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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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贯彻落实#廉政准则(%是进一步

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强化预防腐败工

作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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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贯彻落实#廉政准则(%是营造良

好发展环境% 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

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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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贯彻落实#廉政准则(%是解决当

前我省涉及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突出问

题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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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领会%切实把握(廉

政准则)的新精神新要求

!一"#廉政准则(在党内法规体系中地

位高% 反映了我们党对加强党员领导干部

廉洁自律的高度重视)

+'�*ã, ¢�e

f($%&ÑH�'(��§ò0Y�¡

ç!WR?ç0âãõ§ò!kRVÄ0ð

¹õ�T* WR]'�<! kR¿Ü0�

�%\]%HI%G-Në!f'(��]'

�<��ËQR¢£õ w$+'�*ã,

f$Õz���Ë! w�8DÞñð+Ë

�"ó$òÊ,!%&Ñ'���0ó&õ

@æ!ßlTÀ($Ëÿ�V-$%�V-

�0Ñn�Zn! [�ôî[�Në01

È�(S�q0õö¬:÷ì$

!二"#廉政准则(充分吸收了党的十六

大以来党的建设创新成果% 体现了我们党

推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先进性和前

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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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廉政准则(扩大了*禁止+范围,增

加了*不准+条款%反映了我们党对党员领导

干部廉洁从政的要求更加严格更加务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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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廉政准则( 的监督措施更具刚

性% 反映了我们党加强党员领导干部廉洁

自律的坚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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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推进(廉政准则)各项要

求落到实处%努力为海南国际旅游

岛建设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一"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廉政

准则(%自觉做廉洁从政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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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要以改革办法和创新措施抓落

实%切实增强-廉政准则(的执行力)一要及
时研究制定与!廉政准则"相适应相配套的
制度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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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加大监督检查和专项治理的力

度%坚决查处和纠正违反-廉政准则(的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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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切实加强教育宣传%积极营造

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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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的稳步推进%我

省建筑行业也迎来了新一轮发展机遇)目

前作为建筑行业重要工作主体的*农民工+

也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然而%建筑行业

作为进入门槛低& 收入相对较高和技术容

易掌握的行业%却不受我省农村青年青睐)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我省从事建筑行业的

农民工约有
!"

万人%其中外来的农民工人

数占
#$%

%本省的农民工仅占
&$%

)

建筑行业有着巨大的用工需求% 我省

又有着规模可观的农村青年有待就业%如

何让二者有效对接%关键还在于引导%在于

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面的共同努力)这对

于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帮助广大农村脱

贫致富具有深远和现实的意义)

政府有关部门要予以正确的

引导和支持

*一$广泛深入宣传发动%积极引导社

会舆论,目前%我省建筑行业有着较好的就

业渠道%很多技能岗位的门槛都不高%一旦

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将终身受益)此外%该

行业的收入也相对较高% 一般人员每月有

"$$$

元左右% 具有一定技术职称或较高技

术的技工每月可达到
'$$$

元左右) 因此%

政府部门要根据该行业的特点及就业情况

等% 广泛深入宣传发动% 积极引导社会舆

论) 一是利用各级新闻媒体进行不间断的

宣传发动%吸引我省农村青年向建筑行业

转移就业. 二是利用各种会议广泛宣传)

提高广大干部对解决农村剩余青年劳动

力及建筑行业的正确认识%并通过他们做

好农村青年向建筑行业转移就业的思想

工作 . 三是要到各乡镇学校进行深入宣

传%引导部分未考上高中或大学的农村青

年向建筑行业转移就业.四是利用典型进

行形象宣传)可总结一批现有在建筑行业

创业成功的我省农村青年的典型事迹进行

宣传)

*二$积极主动地做好职业技能培训工

作, 各市县政府要充分利用国家及省政府

*阳光工程+等有关政策%积极主动地做好

农村青年向建筑行业转移就业前的职业技

能免费培训工作% 增强农村青年在建筑行

业就业的信心和能力) 在具体实施职业技

能培训工作过程中% 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

计划和实施方案%做到*先培训,后上岗+%

确保培训质量%并持证上岗)

*三$努力做好推荐就业工作,政府有

关部门一方面应积极深入各建筑施工企

业 %了解企业用工需求 %做好用工情况的

统计工作%并积极推荐我省农村青年到企

业有关工地就业.另一方面要对参加培训

人员的基本情况,掌握技能情况进行归档

编号%并根据建筑施工企业的用工情况推

荐就业)

*四$制定配套政策措施%确保合法权

益, 首先是加快建立我省建筑劳务市场%

规范用工制度)要大力发展成建制劳务企

业)建筑部门和劳动部门要加强联合执法

检查 %督促企业严格执行劳动合同 %所有

使用外来务工人员的建筑业企业和劳务

企业必须与务工青年签订规范的劳动合

同 %确保进城农村青年合法权益 .其次是

建立健全预防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长效管

理机制)进一步加大对恶意拖欠农民工工

资的企业和个人的查处力度%同时要创新

建筑市场监管方式%从源头上防止发生新

的农民工工资拖欠)逐步推行工程建设担

保制度 %加强对建筑单位 ,总承包企业在

工程款支付方面的约束%保证农民工工资

发放的科学机制%探讨农民工工资按月支

付的可行性%每月发放的数额不得低于当

地最低工资标准)大力提倡建筑施工企业

实行农民工工资银行卡支付方式%由建筑

施工企业在当地银行为每个农民工设立

工资账户%委托银行直接将工资发放到农

民工本人手中%严禁发放给包工头或其他

不具备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同时要加

快建筑企业和个人信用服务体系%建立信

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最后是加强建设

施工的安全生产监管)严格实行建设施工

*先培训 ,后上岗 +制度 %督促各类建筑企

业对进城务工青年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培

训%对特殊工种!电工,焊接工,架子工等"

实行专门培训 %合格方可上岗 %不断提高

青年农民工的安全生产意识和工作技能)

根据-劳动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条例$

规定%监督建筑企业为进城务工农村青年

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和工作保险 ) 除此之

外 %还可在国家有关政策许可范围 %制定

在我省承包项目的施工企业使用本省农

民工人数的比例的相关规定%确保我省农

民工的就业率)

建筑施工企业要进一步增强

社会责任感%主动接收本省农村青

年就业

作为农村青年向建筑企业转移就业

的有效载体 % 我省建筑施工企业要进一

步增强社会责任感 % 在保证建筑工程质

量及进度的前提条件下%尽可能优先接收

本省农村青年就业%同时施工企业也要营

造出良好的工作环境)如要按规定为他们

配备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护设施)对从事

高危行业和特种作业的农村青年还要进

行专门培训,持证上网)按照-建筑施工现

场环境与卫生标准 $的要求 %合理设置施

工现场宿舍,食堂,饮水 ,淋浴 ,卫生等基

本生活设施 % 积极做好饮食卫生和防暑

降温 ,防疫等工作 )此外 %还要为他们配

备文体活动设施 % 创造业余文化学习和

娱乐条件 %保证农村青年物质 ,文化生活

的需要 % 不断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

活待遇 ) 对于符合有关规定要求的施工

项目 %还要努力办好农民工业余学校 %帮

助他们尽快成长)

转变就业观念%积极投身到我

省建筑事业中来

目前% 我省许多农村青年初中或高中

毕业后大多选择做保安,当服务员等工作%

有必要转变他们的就业观念% 让他们积极

地参加到建筑行业的队伍中来)与此同时%

作为被引导的农村青年还要积极主动参加

政府部门组织的各种建筑职业技能培训%

掌握从事建筑行业工作的一些基本技能)

俗话说*技多不压身+%农村青年只有加强

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 不断提高自身的择

业竞争力%就业的适应能力%自主创业的能

力%才能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开辟更广阔

的就业天地)

有效引导农村青年农民工到建筑行

业就业 %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是响应国

家构建和谐社会的号召 % 实施积极的就

业政策 % 发展和谐的劳动关系的具体表

现 % 也为建筑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

液 % 为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

*作者系海南省建筑业协会会长$

在大力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新形势新探索新实践中!认真贯彻落实"廉政准则#!对于进一

步规范党员领导干部从政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发展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提高思想认

识!切实增强贯彻执行%廉政准则&的政治责任感
!

深入学习领会!切实把握%廉政准则&的新精神新

要求
!

着力推进%廉政准则&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努力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建筑行业有着巨大的用工需求%我省又有着规

模可观的农村青年有待就业% 如何让二者有效对

接%关键还在于引导%在于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面

的共同努力)这对于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帮助广

大农村脱贫致富具有深远和现实的意义)

在对海南旅游线路产品进

行设计过程中首先应坚持产品

导向明确(主题鲜明(内容丰富(

行程安排结构合理( 布局得当(

时间充足的总原则' 具体是$

)一*市场导向原则+)二*独特性

原则+)三* 布局合理性原则+

)四*经济性原则+)五*可进入性

原则+)六* 有利购物原则+)七*

不重复原则'

!"#$%&'()*!+

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是主管全省旅
游工作的政府组成部门 # 经研究 $ 决定
向社会公开遴选一批机关工作人员 $现
公告如下 %

89:;<=

主任科员以下
(

含主任科员
)

职务人员
#

名#

>9?@AB

遴选对象为全国各级党政机关或参照
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工作人员# 除应具备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第六条

规定的基本条件外# 还应具有以下条件%

!

&主任科员以下
*

含主任科员
)

职务$参
加工作满

&

年以上
*

计算时间截止至
&$!$

年
'

月
!

日
)+

&

&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学士
以上学位$年龄在

"$

岁以下
*!,#$

年
!

月
!

日以后出生
)

$具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以上学
历的$年龄可放宽至

"'

岁
*!,-'

年
!

月
!

日
以后出生

)+

"

&具备一定的政治素质和政策理论水

平 $具有较强的文字写作能力 $能熟练操
作电脑

+

.

&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优先
+

'

&生活作风严谨$身体健康)

/

&职位需要的相关条件#

C9?@DE

&$!$

年
.

月
!/

日 *

'

月
.

日# 咨询电
话%

$#,#

*

/'&$$/&" $#,#

*

/'&$$/&/

# 报名
表格及相关说明见阳光海南网%

01123445556

17890:6;7<

#

!"#$%&'()*

FGHIJK

该幢房屋坐落于海甸岛和平大
道$一楼为中西餐厅$二&三&四楼
电梯公寓房共 !"套# 整幢售价%

#$%&万元#

联系电话%#%'()$(("!!

张嘉明+何萍+杨洁+向颖+周忠保+王璇+李莉娟+万小芳+陈少芬+杜尚坤+童丽华+熊

玮+谢容娇+李俊才+冯烨+杜有青+羊华高+冯宏志+胡小梅"

海南昌博律师事务所受海南建丰达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委托方(委托$

就你们严重违反与委托方签订的!租赁合同"$拖欠租金及相关事宜$致函如下%

根据你们与委托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第三章的约定$你们应当于
&$!$

年
"

月
&/

日前向委托方缴清你们承租的海口市海秀路明珠广场六楼利是时尚购物城商铺
下

"

月'即第二季度(的全部租金#但时至今日$你们仍未依约缴清租金$你们的上述
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约#

鉴于以上事实$我所现受托郑重向你们函告如下%请你们在本律师函见报后二
日内向委托方缴清租金#

根据本律师函按时缴清租金者$仍可按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的规定享受
&$!$

年
.

月份&

/

月份和
#

月份租金减免的优惠)否则$逾期未能缴清全部租金的$将不再
享受!补充协议"规定的租金减免优惠$我所还将采取法律手段进行追索$按!租赁合
同"的规定$追究你们的违约责任并要求支付滞纳金$以维护委托方的合法权益+

海南昌博律师事务所

执业律师"林柏

二
"

一
"

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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