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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今年台风比往年偏少

致全省人民的安全生产公开信
———2014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宣传咨询日电视讲话

蒋定之
（2014 年 6 月 16 日）

全省广大居民朋友：
在每年 6 月广泛深入开展“安全生

产月”活动的基础上，从今年起，国务院
将每年的 6 月 16 日确定为全国安全生
产宣传咨询日，这是“安全生产月”活动
的重要内容，今年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
的主题是“坚守红线、从严执法”。 根据
国家统一部署，今天，我省举办了形式
多样的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活动，集中宣
传坚守红线意识深刻内涵和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及安全知识，提供安全生产方
面的咨询与服务，目的是要动员全社会
积极支持、 广泛参与安全生产工作，携
手共筑安全生产“防火墙”。 借此机会，

我代表省委、省政府，衷心感谢大家长
期以来对安全生产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祝大家平安幸福、和谐美满。

安全生产是劳动者生命和健康的
保证，家庭平安和幸福的保证，社会安
定和和谐的保证。长期以来，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持续强化安
全生产政策措施， 加大安全生产投入，
推进安全生产综合治理，全省安全生产
形势总体平稳、持续好转，为经济社会
发展和国际旅游岛建设提供了有力的
安全保障。

当前，我省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
上升期、转型期，这个时期，既是经济加

快发展、城乡面貌显著改善、人民生活
质量全面提升的时期，也是安全生产事
故易发、高发、频发的时期，安全生产工
作面临严峻考验， 丝毫不能麻痹和松
懈。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讲话精
神，牢固树立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理念，
越是加快发展，越是绷紧安全生产这根
弦，以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
精神，坚守住“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
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严格责任、加强
监管，防消结合、标本兼治，确保全省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下转 A04 版荩

强势后发 打造省会卫星城
———屯昌县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例纪实

■ 本报记者 刘袭 洪宝光
特约记者 王先 通讯员 邓积钊

屯昌县以改革创新统筹城乡发展，
新事新气象层出不穷。

坡心镇石桥村的曾繁惠一家，早
上 9 点钟摘菜，送到几百米远的海南

惠农网屯昌高朗洋蔬菜直供直销配
送中心。 当天晚上，新鲜、安全的有机
蔬菜就端上海口居民的餐桌。 屯昌高
朗洋配送中心主任何海平今天对记
者说：“从菜地配送蔬菜到城市居民
楼下，价格便宜，菜品优质，网上订购
和支付，我们是海南第一家，走在全
国前列。 ”

这是屯昌改革创新、创建国家级农
村电子商务示范县的最新成果。

屯昌以改革创新激发内在活力，
打开推动屯昌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

广阔空间。
2013 年屯昌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46.54 亿元，增长 9.9%。 农民人均纯收
入 8005元，增长 15.3%。地方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 3.66亿元，增长 17.4%。 今年
经济持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改革潮头勇争先。屯昌在争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例中，不断改革创
新，今年将在深化农村改革、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等多方面有所突破，为加快发
展打好坚实基础。 下转 A12 版荩

（相关报道见 A08—A11 版）

我省启动公共机构节电检查
执行不力的单位将被通报批评

本报海口 6 月 16 日讯 （记者单憬
岗 通讯员陈进军） 记者今天从省机关
事务管理局获悉，该局近日下发通知要
求深入推进节电工作在全省各公共机
构落实，将在全省范围开展公共机构节
电专项检查。

通知指出，对全省各级公共机构节
电工作的检查采取一级抓一级、层层抓
落实的方式进行。 检查内容主要包括：

制订节电措施情况；机关空调、电梯等
节电管理情况；照明系统节电管理；办
公设备节电管理等。

各市县、省直各单位 6月底前要对
所有公共机构节电工作进行一次专项
检查， 执行不力的单位将予以通报批
评。 通知同时要求，各市县和省直各主
管部门务必高度重视，将节电专项检查
工作列入公共机构节能年度考核内容。

北京“10·28”暴恐案
3人一审被判死刑
新疆涉暴恐 7案 13人被执行死刑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6 月 16 日电 （记者曹志恒 于
涛）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16 日对北京“10·
28”暴力恐怖袭击案件一审公开宣判，分别以组织、领
导恐怖组织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数罪并
罚， 判处被告人玉山江·吾许尔、 玉苏甫·吾买尔尼亚
孜、玉苏普·艾合麦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参加
恐怖组织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数罪并罚，
分别判处被告人古丽娜尔·托乎提尼亚孜、 布坚乃提·
阿卜杜喀迪尔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20年；以参加恐怖
组织罪， 分别判处托合提·麦合麦提、 吐逊江·阿不力
孜、阿布拉·尼牙孜有期徒刑 10年至 5年。

经法庭审理查明，2013年 10月 7 日， 玉山江·吾
许尔、玉苏普·艾合麦提等 4名被告人与吾斯曼·艾山、
古丽克孜·艾尼、库完汗·热依木 3人驾车抵达北京，被
告人玉苏甫·吾买尔尼亚孜等人也先后赶到北京与上
述人员会合，并筹集资金购买汽车、汽油、刀剑、防毒面
具等作案工具，多次在天安门广场踩点。

10月 28日 12时许， 吾斯曼·艾山等 3 人驾驶越
野车，连续冲撞天安门广场前的行人，造成无辜群众 3
人死亡，39 人受伤。 吾斯曼·艾山、古丽克孜·艾尼、库
完汗·热依木当场死亡。

又讯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6日， 新疆阿克苏、
吐鲁番、和田三地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犯有组织、领导、
参加恐怖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放火罪、非法制造、储存、
运输爆炸物罪、盗窃罪的艾合买提尼亚孜·斯迪克、阿卜
杜杰力力·麦提纳斯尔等 7案 13名罪犯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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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海报集团 6 月车展

还有10天
6月 27日———29日
海口会展中心（万绿园旁)

立行立改打通“最后一公里”
■ 浪淘沙

连接距离仅 6 米的 2 个分闸口，
因无人肯管而无法供水，导致东方大
面积土地撂荒 2 年。直到接到中央巡
视组反馈意见后，东方市主要负责人
现场办公，问题才得以解决（详见今
日 A02 版）。

服务百姓，需要打通“最后一公
里”。 6 米的“肠梗阻”，久拖不能解决，
个中原因值得深思。6 米虽短，部门间
互相推诿“踢皮球”，就会让路变得很
长；6 米虽短，不能将群众利益放在心

上，就会将政府与百姓间距离拉长。
令人欣慰的是，东方市立行立改，

市委主要负责人现场督办， 问题很快
得到解决。 由此看出，解决这个问题其
实并不难， 关键看各级领导和相关部
门有没有倾听百姓呼声， 有没有真正
将百姓的冷暖、利益、诉求放在心上。

毕竟，靠批示、现场办公解决的
只是少数问题。 当前，正在开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基层群众的
呼声、期盼很多，只有立行立改转变
作风， 以解决问题的成效取信于民，
政府才会赢得百姓的信赖和掌声。

电力最大缺口约占最高负荷 1/3

海南电网迎保电大考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通讯员 代进 麦娟娟

进入 6月，海南电网迎峰度夏形势
愈加严峻。本次缺电主要受燃煤机组投
产时间滞后及燃气供应不足等多因素
影响，导致电源性缺电，最大缺口约占
最高负荷 1/3。 海南迎来保电大考。

“海南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供应正
面临巨大挑战。 电力供应关系国计民
生，公司将千方百计为海南经济发展和
居民生活提供电力保障，全力以赴迎接
保电大考。 ”海南电网公司董事长金戈
鸣表示。

多方协作缓解缺电

早在 5 年前， 海南电网就根据海
南电力发展和用电负荷增长趋势，预
测到 2015 年左右可能会出现严重的

缺电局面， 多次向相关部门汇报海南
用电紧张形势， 建议加快协调西南部
电厂上马。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海南电力供
应情况，特别是今年以来，多次在全省
会议上研判缺电形势，指导和支持海南
电网做好天然气供应协调、推迟机组脱
硝改造、有序用电等工作。

国家能源局也针对海南 2014 年
缺电形势展开专题调研督查，编制形成
《海南电网安全运行监管报告》， 提出
具体监管意见。

据海南电网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将
缺电影响降至最低，电网、电厂、政府相
关部门通力合作，深度协调，科学安排
水电调度，协调广东通过海底电缆向海
南提供 45 万千瓦电力支援，争取推迟
燃煤机组脱硝改造时间。

同时，按照保民生、保重点、保增长
的原则开展错避峰限电。 下转 A06版荩

广西 9 岁女孩遇车祸急需“熊猫血”

海大留学生鲁斯兰
随时准备献血救人

本报海口 6 月 16 日讯 （记者陈蔚林）“有人需要
你献血！ ”今晚，拥有 A 型 Rh 阴性血（俗称“熊猫
血”）的海南大学留学生鲁斯兰刚刚交卷走出考场，就
被同学拉住。 了解情况后，他当即表示愿意献血救人。

原来，昨天下午，广西贺州市一名 9岁的“熊猫血”
女孩遭遇车祸，双腿粉碎性骨折。 由于当地血站库存不
足，无法保证二次手术供血，女孩的生命一度危在旦夕。
今天下午 6时许，女孩的家人面向社会寻找献血者。 鲁
斯兰获悉后，当即表示愿意献血，并委托同学联系血站。

“什么时候需要血，我都愿意配合，抢救她的生命。 ”
鲁斯兰告诉记者，刚刚从广西传来消息，截至晚上 10时，
当地血站已经采集到 1500毫升A型Rh阴性血，能够满
足女孩手术需要，“如有需要，我将第一时间为她献血。 ”

据了解，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鲁斯兰在海大就读期
间已经多次无偿捐献“熊猫血”。 去年 9月，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给
予鲁斯兰高度评价，称赞他为“中哈友谊的使者”。

我省未来3年半将改造16.12万户棚户区

城中村路向何方

京东商城包销文昌2000亩荔枝
全国首批上市，从枝头到舌尖不足 48小时

本报文城 6 月 16 日电 （记者刘
笑非）国内著名电商平台京东商城，在
文昌市包下 2000 亩荔枝园，并利用航
空物流，在 48 小时内将新鲜荔枝送往
消费者手中。 记者近日了解到，京东商
城包销的 2000 亩新鲜荔枝，如今已经
销售一空，而更多的海南荔枝，也已经
通过各种物流方式，销往全国各地。

“与其他荔枝收购商不同，想要48
小时内送到消费者手中， 就要走成本
更高的航空物流。”东路镇荔枝经销商
徐能告诉记者，运输成本增加，带来的

是荔枝销售价格提升。“东路镇作为全
国荔枝收获最早的原产地之一， 多花
一点钱， 就能吃到全国第一批新鲜的
‘妃子笑’，略微提升的价格，就显得
微不足道了。 ”徐能说。

据了解， 京东商城之所以选择包
销文昌市出产的荔枝，卖的就是新鲜。
记者在京东商城的销售网页上看到，
消费者评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即是
“新鲜”。 而包括荔枝在内的海南水
果，卖点之一同样是新鲜。 为京东商城
提供荔枝的水果收购商蓝国亮告诉记

者，东路镇出产的荔枝，往往能在全国
第一批上市，有效地抢占了市场。 而出
现电商包销的合作模式之后， 果农也
将精力放在种植上， 这让东路荔枝质
量节节攀升，销量也越来越好。

记者注意到， 包括京东商城在内
的国内电商平台， 销售海南荔枝的店
铺越来越多，海南荔枝品牌越做越大。
正如徐能所说， 在市场越来越大的前
提下， 果农们都开始考虑扩大种植规
模了。

（相关报道见 A04 版）

德国 4:0大胜葡萄牙
穆勒今晨上演巴西世界杯首个“帽子戏法”

德国队球员穆勒（右上）在比赛中顶球。 新华社发

中央第九巡回督导组组长王金山出席海口市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强调

思想交锋找准问题 立行整改一抓到底
本报海口 6 月 16 日讯 （记者曹

健）海口市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
6月 13日至 14日召开，13位常委班子
成员聚焦“四风”问题揭短亮丑，展开
思想交锋，经历了一场深刻而难忘的党
性锻炼。 中央第九巡回督导组组长王金
山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认为这次民主生
活会开得很成功，很有质量，收到了很
好的效果。 他强调，要再接再厉、持续用
力， 继续开好县区班子的民主生活会。
同时， 要立行整改， 深化专项整治，让
“四风”无处藏身，让“铁八条”落地生
根。

在民主生活会上，海口市委常委班
子的对照检查有的放矢，班子成员的对
照检查开门见山，抛开面子，揭短亮丑，
不遮遮掩掩，充满了“真刀真枪”、“刺
刀见红”的肺腑之言。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陈辞第一个向
自己“开炮”：“当官时间长了，不自
觉地就滋生了一些 ‘官气’。 到基层
去，大多是速去速回，真正带着感情到
老百姓家里坐在一条板凳上、 拉个家
常、交个朋友、说上几句掏心话的情况
不多。 ”

市委副书记、 市长倪强反躬自省，
对上级领导安排的工作、 检查的内容、
批示的事项，能够高度重视，立马就办，

快办快复。 但对群众反映的问题，重视
程度不够，下访不深，投入的时间精力
不如上级来得多、来得大。

有的常委检讨说，“我受官本位思
想的影响，看重职级待遇，讲享受、讲排
场。 ”“我对一些难点、 棘手问题不敢
抓，不敢管，习惯当‘太平官’，有时求
稳怕乱，遇到矛盾能捂则捂。 ”“我存在
‘接待就是生产力’的错误思想，有时
喝好酒，吃高档菜肴，这样才觉得有面
子。 ”

常委们的相互批评没有拐弯抹角，
没有“和稀泥”，而是不留情面、直指
痛处，做到了真开炮、“辣味”足：“你
对一些重点工作， 对一些难度大的工
作，不愿意积极主动地承担，缺乏一抓
到底的韧劲，担当意识不强。 ”“我觉
得你身上不仅有官气，还有匪气，工作
中存在耍派的现象，工作方法简单，有
些同志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打断， 甚至
粗暴骂娘。 ”“你要净化一下社交圈和
朋友圈，防止授人以柄。 ”“你工作积
极性不够， 服务不主动， 服务质量不
高， 甚至遇事踢皮球， 可以说是慢作
为。 ”“你存在‘为官不为’的情况，一
个项目去你办公室谈了好几次， 就是
不敢作决定， 缺乏担当。 ” 批评自己
“怕不辣”，接受批评“不怕辣”，一条

条批评意见，犹如一个个“炸弹”，炸
开了思想壁垒， 这既是一种真诚的提
醒、善意的告诫，更是一种宝贵的思想
洗礼。

有的常委说，看重名利、缺乏艰苦
奋斗精神、 有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说
到底是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的改造，理想信念上出了问题。

有的常委说， 之所以存在官僚主

义，“接地气”、 解决实际问题不够，维
护和实现群众利益的力度不够， 说到
底，还是自己没有像焦裕禄同志那样真
正把群众始终装在心里。

一天半时间，班子成员之间当面提
了 262 条批评意见。 陈辞代表市委常
委班子，提出了整改措施：以强烈的责
任担当意识加快海口发展， 对事关海
口发展全局的重大工作，细化措施、责

任到人、卡住时间节点，一抓到底、跟
踪督办，年终考核结硬账；从严管理干
部，下大力气改进作风，继续整治“庸
懒散奢贪”； 从提高政务服务质量、落
实惠民政策、 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入
手， 抓紧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从政治、组织、宣传、保密、外
事、财经、工作、群众、生活等 9 个方面
强化纪律的刚性约束， 加强常委会自
身建设。 班子成员也纷纷表示，要对查
摆出来的“四风”突出问题，建台账、
定计划，逐一整改。

全程参与海口市委常委班子专题
民主生活会的中央第九巡回督导组组
长王金山说，海口市委常委班子的专题
民主生活会自始至终都贯彻了整风精
神，体现了“三严三实”的要求，从书记
到常委，从集体到个人，对照检查严肃
认真、检讨深刻，讲真话、敢亮丑、聚焦
“四风”、突出主题，见人见事见思想，
真正成了一个统一体检、群医会诊的过
程，成了一个思想清理和精神洗礼的过
程，是一次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政治定
力的党内生活历练，为其他几大班子和
市直各部门以及各区带了好头，做了表
率，也为下一步整改落实、建章立制奠
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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