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国梁会见
西澳大利亚州政府官员

本报海口 6 月 5 日讯 今天下午， 副省长
李国梁在海口会见西澳大利亚州政府区域发展
与土地部部长特里·瑞德曼一行。

（鲍讯）

民进中南六省（区）片会
在我省举行

本报文城 6 月 5 日电 （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
黄馨仪）今天，2014年民进中南六省（区）片会在
文昌举行。 会议围绕中国民主促进会“基层组织
建设”以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
实践活动”进行研讨交流。

全国人大常委、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王佐书，省政
协副主席、 民进海南省委主委史贻云等出席
会议。

会上，王佐书就“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 作专题辅导报告。
他强调，要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
全会精神，落实党派中央工作部署，在实践活
动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党派优良传统
的学习与认识，进一步凝聚政治共识，巩固政
治道路认同、奋斗目标认同，紧密结合党派重
点工作， 不断增强党派的政治素质和凝聚力、
战斗力、影响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献
计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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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海研究院成立
“海上丝路”研究所

本报海口 6 月 5 日讯 （记者赵红 通讯员杨
洋） 记者今天从有关方面获悉， 经海南省政府批
准，中国南海研究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所正式
成立。

据悉，“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所旨在服务国
家总体外交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规划，整合
国内现有专业研究力量， 系统开展前瞻性科学
研究，为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智
力支撑。

该所将以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力量为依
托，深入进行中国—东盟总体关系、南海地缘政
治和经济、航道安全、环南海经济圈等多学科交
叉研究，全面系统研究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建
设的理论与实践。

该所将加强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在学术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 共同开展涉海基础性和应用性
研究。

总结自古以来渔民航行经验，成为当时船长必备的“航海圣经”

《更路簿》为昔日“海上丝路”指点迷津
新华社海口 6 月 5 日电 （记者张钟

凯 夏冠男 郭亚强） 在海南省琼海市著
名的南海渔港潭门镇， 街道两旁都是各
种海鲜店和工艺品店，唐冠螺、凤尾螺、
万宝螺、龙虾、海参、鲍鱼、砗磲……各种
海洋珍品令人目不暇接。 小镇的繁荣来
自这里渔民世代耕耘的南海， 也离不开
一本流传百余年、 为昔日海上丝绸之路
指点迷津的“航海圣经”《更路簿》。

中国多位学人通过对古籍的反复考
证，发现早在公元前 200多年的秦汉，就
有先民已在南海航行和生产。 而渔民传
抄使用《更路簿》，可追溯至明清时期。
一个罗盘加一本《更路簿》，让中国渔民

在没有精确的航海图标和卫星定位系统
的时代，顺利前往南海作业，并下南洋进
行交易，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先行者。

“学会更路簿，能当海师傅”。 《更
路簿》是古代海南人发现和开发南海诸
岛的真实记录，它总结了自古以来渔民
的南海航行的经验，成为当时船长必备
的“航海圣经”。

“自大潭过东海， 用乾巽使到十二
更……”这是《更路簿》中的一句话。
“大潭”指琼海潭门港，“东海”即西沙
海域；“乾巽” 是航行角度；“更” 指路
程，约 10海里。 话虽简短，但出发地、目
的地、航向以及航程标示得很清楚，一本

《更路簿》涵盖了南海所有的岛礁，全部
用本地方言命名。

“当年渔民到南海打鱼和到南洋都
靠《更路簿》，渔民在南海收获海产品后
在船上或礁盘上晒干，再运到星洲（新
加坡）等地换煤油、布等商品回来。 ”潭
门镇上教一村的渔民卢家炳手捧家传的
《更路簿》告诉记者。

这位 64岁的老人对这本传自“爷爷
的爷爷”的《更路簿》如视珍宝。 他们家
世代捕鱼为生，先辈都是船长，都是通过
这种方式记录并指导自己航行轨迹，他
们的航海记录成就了《更路簿》的初稿。

“南海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的

浩瀚，什么风选择哪个角度航行，有多少
暗沙，都在簿里能找到。 ”卢家炳 87 岁
的父亲卢业发说。

通过历代渔民的不断完善和修改，
《更路簿》不仅详细记录了西沙、南沙群岛
的岛礁情况，也记录了起航线、岛礁地貌和
海浪、潮汐、风向等水文气象信息。 在它的
指引下，海南渔民不仅探索出捕捞业的黄
金水道，也为“海上丝绸之路”铺平了道
路。中国海船越来越频繁地携带大批丝绸、
黄金，从雷州半岛起航途经越南、泰国、马
来半岛、缅甸、印度等国，进行特产交易。

据考证，《更路簿》 形成于明代，清
朝时民间开始流传手抄本，目前已发现

10余个版本。 彭正楷版本的《更路簿》
记载有 17条西沙捕鱼线路，200 多条南
沙捕鱼线路，29 条从南沙返回海南岛的
航线，充分表明西沙、南沙海域早在明代
就已经成为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 目前
《更路簿》 已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

如今，卫星导航已经代替了《更路
簿》， 指导渔民出海捕鱼， 但是 《更路
簿》的影响并未消失。卢家炳 35岁的儿
子卢传明虽然现在完全依靠现代设备指
导航行， 但在父亲的言传下也完全能看
懂 《更路簿》，“通过卫星导航比照，你
会发现它的记录真的非常准。 ”

省政府召开西南部电厂项目建设现场推进会并要求

全力以赴加快建设确保明年 5月按期发电
本报三亚 6 月 5 日电 （记者郭嘉

轩）6 月 4 日至 5 日， 受省委书记罗保
铭委托，常务副省长谭力召集省有关部
门及市县负责人，在乐东召开西南部电
厂项目建设现场推进会。 会后，谭力率
检查组对三亚市进行了 2014 年第一轮
重点项目专项检查。

4 日下午，谭力一行顶着烈日来到
西南部电厂建设工地，实地了解项目进
展、施工安排、排污技术等情况，随后在
现场主持召开项目建设推进会。海南电
网公司、国电海南分公司、省工信厅、省
发改委汇报了我省电力供需形势、电力

调度运行、电厂建设困难和问题等。 针
对提出的问题，谭力现场办公，协调各
部门当场制定解决方案。

据了解，由于电源装机不足、西南
部电厂建设滞后以及国家要求火电机
组集中脱硝改造叠加影响，今年我省电
力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全省最大电力缺
口将达 125 万千瓦， 超出负荷 20%以
上，为“特别严重缺电”级别。 随着国际
旅游岛建设不断加快， 预计我省 2016
年以前供电形势都比较严峻。

谭力表示， 西南部电厂的环保标准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该项目对缓解我省

电源性缺电，保障民生和发展意义重大，
省委、省政府长期给予高度关注和支持。

谭力强调，各有关部门要紧紧围绕
“按时发电送电”总目标，以刻不容缓
的精神，全力解决电厂建设中的问题和
困难;要敢于担当，以超常规的工作流
程推进项目建设；要实施“问题负面清
单”管理办法，将问题清单、落实时间节
点分派给相关部门，并启动项目进展周
报制； 要以西南部电厂建设为契机，加
快推动其他几项电力重点项目建设。 只
要按照时间节点逐一落实任务化解问
题，西南部电厂明年 5 月按时发电是能

够实现的。
5 日，谭力率检查组对三亚市进行

了 2014 年第一轮重点项目专项检查，
实地察看西环高铁（三亚段）特大桥、
凤凰机场三期扩建、海棠湾国际购物中
心等项目， 并听取了三亚市 2014 年经
济工作、重点项目、财政支出以及为民
办实事等工作汇报。 检查组对督查中发
现的问题进行督办并提出解决办法。

谭力对三亚市重点项目建设给予
充分肯定，同时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加大
重点项目推进和房地产促销力度，确保
实现全年发展目标。

荨上接 A01 版
加强政策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不断开
拓创新，把论坛建设好。

习近平最后强调， 中华民族和阿
拉伯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近
代以来又都在时代变迁中经历过曲
折， 实现民族复兴始终是我们双方的

追求。 让我们携起手来， 弘扬丝路精
神，深化中阿合作，为中国梦和阿拉伯
振兴而努力！ 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
高事业而奋斗！

科威特首相贾比尔，会议阿方主
席、 摩洛哥外交与合作大臣梅祖阿
尔，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阿拉比分

别致词。 他们盛赞阿中传统友谊，高
度评价阿中合作论坛 10 年取得的成
就，表示阿方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加强论坛建设、发展阿中战略合作关
系的主张，支持中方提出的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愿意同中方加强沟通
和协调，推动阿拉伯有关问题的政治

解决， 共同致力于促进地区和平、稳
定、发展。

国务委员杨洁篪等出席。 外交部长
王毅主持开幕式。

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 6
月 5 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线是“建设
现代丝绸之路，促进中阿共同发展”。中
国和阿盟成员国外长或代表、阿盟秘书
长以及中方相关部门负责人等 200 余
人出席。

“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之路

荨上接 A01 版
少一点花架子，多一点真招术；少一点
泛泛而谈的要求，多一点狠抓落实的劲
头。 凡是企业反映的问题，只要是合情
合理的，都要帮助解决。 要下决心抓好
已有政策的落实，在扶持中小微企业发
展上，中央有一系列政策，省里也有具
体实施意见， 要确保每一条都落到实
处，使企业得到实惠。 对于把政策放在
口袋里，不落实、不落地的，要严肃问
责。 要继续研究出台有针对性的扶持政
策，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
的支持力度，加快产业引导基金、风投
基金、种子基金建设。

蒋定之最后说， 一个成功企业的背
后，离不开一个优秀的当家人，一个卓越的
管理团队。 他勉励广大中小微企业负责人
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大胆创新创业，
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副省长李国梁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
具体意见。 一是各级政府要主动搞好服
务，简政放权，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二是
加大贷款贴息等市场化扶持政策的力
度； 三是加大服务中小微企业公共平台
的建设力度； 四是加强对财政专项资金
的审计，进一步规范管理。

省政府秘书长胡光辉参加座谈会。

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的政策要落地

■■■■■ ■■■■■ ■■■■■

创意旅游是利用创意产业的思维方式和创造
模式整合旅游资源，创新旅游产品，锻造旅游产业
链， 形成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转型的全新
旅游发展模式；是世界跨入知识经济时代、旅游产
业适应市场需求新变化的必然选择； 是旅游业转
型升级的关键。而是否有创意，是旅游产品创新成
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上海市创意产业协会会长厉无畏

声 音

如何认识带头节电的意义

郑彤：“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 我
省党政机关带头节约用电， 不仅是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开展节俭养德全民节约
行动的有力举措， 也是应对我省今年因
“硬缺电”和“软缺电”叠加导致的“用电
难”窘境的现实要求。 同时更是党政机
关改进作风建设、增强责任意识，一级带
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的根本路径。

“第一责任人”就要带头履行“第一
责任”。 党政机关带头节电，是鼓励全民
节电的最生动、 最有说服力的教材。 只
有党政机关率先垂范，撸起袖子实干而
不是隔岸观火喊喊、摆摆样子看看，群众
才会凝心聚力， 自觉自愿节电而不是走
个形式玩玩、喊个口号赞赞，为共解用电
难，建起“多保险”。

董纯进： 今年是海南供电形势最为
紧张一年，供需矛盾突出的情况短期内
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在此情况下，
号召全社会节约用电、科学用电既有必
要性，又有紧迫性。

在这场全民节约用电行动中， 党政
机关的带头特别重要。要求群众做到的，
领导干部、 党政机关应该身体立行地先
做，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树立示范作用。

笔者日前赴重庆时采访发现，重庆
的灯光夜景一直是当地旅游卖点，如今
这个卖点也已悄然弱化，景观灯大大缩
短了亮灯时间。 对此，当地人并没有感
到不适，因为节约节能已渐成一种生活
习惯。

陈实：节能节电是缓解当前严峻的
用电形势的现实需求，也是我们发扬艰

苦奋斗 、 勤俭节约优良作风的一个抓
手。 党政机关带头节约用电，有助于培
育全社会节约用电新风尚，也能实现让
电于民。 因此，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它既
是作风建设的内在要求，也与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相联系， 既体现了省委、
省政府的责任担当， 又是对各市县、各
部门的严格要求。

我省近年来坚持以优良的党风促政
风、带民风，在移风易俗、开展社会文明
建设多个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我认为，
带头节电的意义也绝不仅仅在于从党政
机关释放电能、降低负荷，更重要的是传
播一种理念， 让越来越多的人养成节电
习惯，培育节能意识。

如何落实带头节电的举措

董纯进： 要把带头节电举措真正落
实到位， 首先就要保证节电举措有的放
矢，符合工作、生活实际，要不夸张、不离
谱， 让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易接受， 不反
感。 比如要求党政机关 4 楼以下停用电
梯、办公室要“人走电断”等，这些要求落
实起来并不难，并易接受监督约束，因此
推广起来很快就可收到效果。

对于一些不执行规定要求、浪费用电
的党政机关， 要敢于不遮不掩亮其丑，通
过内部通报、媒体曝光等方式，促其整改，
形成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社会氛围。

陈实：落实带头节电，应该做到“三
同时”。 一是在明确节电具体措施的同
时，进行用电总量目标控制。 可以根据实
际用电需求，确定人均用电量，制定各系
统、各单位节电目标，对单位用电总量进
行控制。 二是在提出全面节电要求的同
时，确定重点节电节能单位。对各单位人
均用电量和能源浪费情况进行估算，确
定重点单位并监督落实。 三是在完成好
规定动作的同时， 根据实际情况做好自
选动作。 各单位可以根据本单位实际情
况，确定节电节能工作重点。

郑彤：党政机关带头节电，不应是一
时之举，而应是长效之措，而且也不应仅
仅局限于文件要求的几点几条， 而是应
该化倒逼为主动，无论文件是否有规定，
该节约时就节约。

同时， 带头节电也不应仅仅局限在
办公场所。 在家里、在其他场所，党政机
关的领导干部也应发挥带头节电作用。
也只有在平时养成节电的习惯， 使节约
用电的意识熟稔于心、落实于行，办公场
所的 “省电模式” 才能得到根本性的保
障。 而这， 也才是党政机关带头节电的
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如何促进全民节电常态化

陈实：节电节能要实现常态化，根本
还在于制度建设，让不同部门、不同人群
都树立起节电节能的意识。 党政机关用
电要坚持节省原则， 加强节电节能考核
评价和监督； 相关产业要估算合理的单
位产值能耗比，并建立健全奖罚制度；居
民用电要形成更加科学的梯度电费标

准，让居民不仅要支付浪费的代价，也要
享受到节约的好处……在完善制度的同
时，还要重视宣传教育的作用，通过形式
多样的节电节能宣教活动， 让人们意识
到节电节能的重要性。

郑彤 ：“道德一于上 , 而习俗成于
下”。党政机关带头节电的目的不仅仅是
为了党政机关自身的“省电模式”，更是
为了发挥示范作用以实现全民节电的常
态化，共识共为，共迎全社会节电的“合
家欢”。 正所谓“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
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

而要做到全民节电的常态化， 除了
积极发挥党政机关的带头作用， 形成舆
论上的主流榜样的同时， 我们更应该在
具体的工作中， 发挥好政府之手的调控
作用，通过阶梯式电价等方式，与市场之
手形成合力， 在保障公众用电需求的同
时，力促其节电意识、节电行为的回归。

董纯进：促进全民节电，要在社会大
力倡导节俭之风。 有数据表明，一家 300
间房的宾馆，空调制冷温度调高 1℃，就
可解决几十户普通人家的用电问题。 海
口某大厦停掉景观灯， 一个月竟节约用
电近 2000 度。 政府、媒体要善用这些鲜
活的例子，引导企业、群众节约用电。

节约理念灌输固然重要，教给群众节
电技巧同样重要，相关部门应加大节电知
识的普及力度。 只有群众真正感受到节约
用电既利己又利社会，才会将这一好习惯
保持下去。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倡导建设
节约型社会，节电节水节能应成为现代文
明社会的生活习惯。 即使今后电力不紧张
了，我们也要将节约的习惯保持好，力促
全民节约之风形成常态化。

三人谈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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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近日联合下发《关于加强
节约用电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要率先垂范，带
头节约用电。对违反节约用电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要进行通
报批评，对责令不改的单位由供电部门按规定停止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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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声 便民工程不能让民不便

节电，党政机关带头是关键

海南日报评论员
董纯进

制
图/

王
凤
龙

值班主任： 吴卓 主编： 郑彤 美编： 王凤龙评论

时事图说

■ 乐南

琼海市登仙岭路改造工程自今年 2
月中旬开工以来进展缓慢。 西段仅铺设
约 300 米长的管道后， 施工队又全部转
移到东段施工。 由于开挖的路面没有回
填， 不愿绕道的居民干脆将封死的路障
拆除，在施工路段出入，致使出行留下安
全隐患。 （详见 6 月 5 日本报 B06 版）

对于项目进展缓慢一事，想来施工
队也会有自己的理由。 而对于居民将封

死的路障拆除，在施工路段出入产生安
全隐患， 施工人员也一定会为之担心。
但是由这一现象引发的诸多追问，却不
得不令人纠结。 因为这些年来，各地媒
体已经报道了多起 “先把两头挖断，然
后慢慢再干”式施工，其中有一些的确
是施工需求，但有一些却属于 “东一榔

头、西一棒棰”的盲干乱干，让好好的便
民工程变了味、走了调，给百姓添堵，遭
坊间“拍砖”。

而究其原因， 既有项目发生多次承
包出现几支队伍少协调、无规划进场的
情况，也有一部分是“利己”思维———为
了自己的方便，先把施工现场“卡”起来，

哪管分段施工能给周边居民带来方便，
哪管便民工程不得民心。 而其间一旦发
生什么调整甚至扯皮， 这些施工路段便
极可能变成久治不愈的“疮疤”，散发出
扰民的“恶臭”。

便民工程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也关
乎地方政府形象 。 如何把这些好事办

好，既重视结果又重视过程 ，既重视速
度又重视效率 ， 既重视建设又重视管
理，既重视面子又重视里子 ，不仅考验
着职能部门的民本意识，还考验着职能
部门的工作能力 。 其民本意识到不到
位，工作能力达不达标，不仅要由路是
否修好、管道是否铺好说了算 ，还要以
群众满不满意、高不高兴为主要考核指
标。 而这便要求我们，在办这些好事的
时候，既要“身入”群众，更要“心入”群
众，把好事办好办实。

据《北京日报》报道，微信已经越来越深入消
费者的生活和工作， 而围绕微信的灰色产业链也
越来越多，比如大量“僵尸号”加粉、点赞、公众号
转让、营销版微信插件等各种生意都很活跃。

作为网络社交工具，微信、微博确实给公众带
来了诸多便利。 但是与之伴生的也有各种乱象，
如买粉卖粉、信誉转让甚至二维码病毒诈骗等，都
极大地动摇了这些平台的诚信基础， 扰乱了网络
世界的公共秩序， 以至于被不少网民“拉黑”为
“危信”“危博”。

而尤令人担心的是， 这些问题不仅在个体网
民身上有所表现，在一些媒体和政务部门的微信、
微博上，也有所体现。

虽然有关方面和运营商自身也已注意到这些
问题，并着手展开整治。 但是从层出不穷的“危
招”、屡禁不止的“危象”来看，职能部门的监管
查处力度、 网络运营商的自清自查力度仍需进一
步加强。

毕竟， 网络世界既非法外之地， 亦非失信之
所。 只有夯实诚信的基石、筑牢法治的红线，网络
世界才能玉宇澄清万里埃。 这正是：

微信微博受欢迎，却遭狗苟与蝇营。
逐名逐利逐业绩，失信失德失善行。
微微怎能变危危，快驱雾霾还日晴。

（文/凡星 图/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