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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版 世界新闻

全省肉菜流通追溯体系
在海口儋州琼海定安屯昌率先启动
电子追溯秤交易公平放心

海南省商务厅

距海报集团6月车展

6月27日——29日
海口会展中心（万绿园旁) 还有 天3

B05版 财经新闻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为推动
全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切实用讲话精神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中央宣传
部组织编写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读本》（以下简称《读本》）。该
书由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
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中
宣部、中组部发出通知，要求认真组织
好《读本》的学习。

《读本》分十二个专题，全面准确
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
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

要求，阐述了讲话提出的一系列重大
战略思想和重大理论观点。该书框架
结构是在深入领会和梳理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基础上设计的，全书
主要观点和论述忠实于原著。《读本》
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讲话精神
提供了重要辅助材料。

中宣部、中组部在《通知》中要求，
各级党组织要在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原著和讲话原文的同
时，组织好《读本》的学习，并同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结合起来，同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同开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结合起
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深化对讲
话精神的领会和把握，更好地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
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各级
党委（党组）中心组要把《读本》的学习
作为重要内容，各级党校、行政学院、
干部学院要把《读本》纳入培训教学内
容，各高校要把《读本》作为师生理论
学习教材。各级党委讲师团要围绕
《读本》的内容，组织好对党员干部和
基层群众的宣讲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出版发行
中宣部中组部发出通知要求认真组织学习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23日电（记者曹志恒 白
志强）记者23日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办举行的发
布会上获悉，自5月23日启动严厉打击暴恐活动专项
行动以来，新疆共打掉32个暴力恐怖团伙，抓获380
余名犯罪嫌疑人，公开宣判315人。

新疆公安厅副厅长王谦榕介绍，一个月来，全疆公
安机关共打掉暴力恐怖团伙32个，抓获暴恐团伙犯罪
嫌疑人380余名，抓获涉暴涉恐逃犯65人，查缴爆炸
装置264枚、制爆原料3.15吨、各类管制器具357把。
查处教经习武点21处，收缴一批存储、传播暴恐、宗教
极端思想等内容的电脑、移动存储介质、光盘和宗教极
端书籍以及一批暴恐训练器材等物品。其间，新疆公
安机关先后有6名民警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或劳累殉职。

王谦榕说，全疆各地对涉暴恐突出问题进行集中
整治，加大了对危爆物品源头管控力度，集中开展对二
手手机市场、二手机动车市场、电脑音像市场、物流寄
递等场所的清理整治活动，加大对“三非”活动的整治
力度，并全面强化细化社会面防控工作。

王谦榕说，专项行动开展以来，通过加强宣传教
育，广泛发动群众，形成全社会支持反恐、投身反恐的
氛围，96%以上的暴恐案件在预谋阶段被及时发现、及
时打掉。

新疆一个月打掉
32个暴力恐怖团伙
公开宣判315人

据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记者
吴晶 刘亦湛）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
23至 24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
加快职业教育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他
强调，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
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
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
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
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
视、加快发展。

习近平指出，要树立正确人才观，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弘扬劳动光荣、技
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营造人
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
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
术技能人才。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
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坚持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
行合一，引导社会各界特别是行业企业
积极支持职业教育，努力建设中国特色
职业教育体系。要加大对农村地区、民

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努
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习近平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更好支持和帮助职业教育发
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人
才保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在会前接见与会全体代表并讲
话，强调要加快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
能人才，为推动经济发展和保持比较充

分就业提供支撑。
李克强向全国职业教育工作者和

关心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各界人士表
示感谢。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
业教育取得长足发展，培养了大规模的
技能人才，为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和改
善民生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李克强强调，职业教育大有可为，
也应当大有作为。要把提高职业技能
和培养职业精神高度融合，不仅要围绕
技术进步、生产方式变革、社会公共服
务要求和扶贫攻坚需要，培养大批怀有

一技之长的劳动者，而且要让受教育者
牢固树立敬业守信、精益求精等职业精
神，让千千万万拥有较强动手和服务能
力的人才进入劳动大军，使“中国制造”
更多走向“优质制造”、“精品制造”，使
中国服务塑造新优势、迈上新台阶。

李克强要求，要用改革的办法把职
业教育办好做大。统筹发挥好政府和
市场作用，既要加大政府支持，又要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更多促进社会
力量参与，形成多元化的职业教育发展
格局。 下转A03版▶

习近平就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作出重要指示

加快发展职业教育 让每人都有出彩机会
李克强会见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代表并发表讲话

■ 本报评论员

海南要发展，要应对经济下行的
压力，最终要落实到一个个具体项目
上。项目建设目标已经确定、重点已
经明确，关键在于落实。广大党员干
部要借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的东风，对照“三严三实”要求，转变作
风，沉下基层，走进企业园区，深入项
目一线，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
抓项目、抓落实、抓发展。

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采取有力

举措狠抓项目建设，一批重点项目相
继开工，全省上下抓项目的氛围越来
越浓，局面越来越生动。但我们更应
看到，在项目建设上还存在一些亟待
解决的问题：有的项目因土地征迁进
度缓慢造成不能按期进场施工，有的
项目因政府部门服务意识差而影响施
工进度。一些地方出现了项目建设进
展比较滞后的现象，尽管有着这样那
样的原因，但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
关键在于个别干部缺乏执行力，工作
落实不到位。

项目建设最讲实实在在，最需要
落实。谋划重大项目要靠落实；提高
项目落地率、开工率要靠落实；提升项
目和园区建设水平同样靠落实。抓项
目，只喊不抓不行，走马观花、蜻蜓点
水也不行，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
实文件、坐在办公室下指令更不行。
要确保项目建设工作扎实推进、快见
成效，就必须要狠抓落实。最好的落
实，就是一抓到底。

要转变作风抓落实。当前，第二批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深入开展，

这为我省大力推动项目建设和经济发展
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和环境。在经济发展
和项目建设上如果搞花拳绣腿，动嘴多、
动手少，玩虚招，本身就是“四风”的表
现。各级领导干部要借教育实践的东风，
转变化风，从文山会海、饭局招待中“脱
身”，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抓经济发展，抓
项目落实、抓改善民生上来。

要主动担当抓落实。各地各部门的
主要领导肩负着推动经济发展的重任。
抓好项目建设，领导干部必须扛起担当，
靠前指挥，亲力亲为。 下转A07版▶

确保各项工作掷地有声落到实处
——四论做好当前经济工作

■ 浪淘沙

海口市以行政审批改革为突破口，大刀阔斧
推出51项便民服务新举措，其效果令人期待（见
本报今日A03版）。

当前，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
在全省各市县深入开展，明确要求政府部门要沉
下基层听民意解民忧。海口推出的51项举措，是
对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进行梳理后推出的。
这些措施不放“空炮”，针对性强，目的性强，直接
回应群众的关切和期盼，力忌“华而不实”。

服务群众，贵在立行立改。当前，我省部分市
县陆续召开了民主生活会，一些领导干部之间确
实达到了“红红脸、出出汗”的效果。谈及服务群
众，改善民生，一些领导干部从作风、政绩观、灵魂
深处找问题，并开出整改“清单”。但是，这些“清
单”什么时候能落地，群众都在盯着看。毕竟，以
前会上慷慨激昂，会后无声无息的事并不少见。

再好的政策，如果不能落实，就是一纸空文。海
口的51项举措，体现了政府的改革勇气和担当，但是
一定要执行好、落实好、别走样，别让人空欢喜。

服务群众贵在立行立改本报义乌6月23日电（记者陈怡）在
6月19到21日举行的第八届APEC（亚太经
济合作组织）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上，
一批具有创新性技术的海南企业吸引众多
国内外客商关注，并达成合作意向1.2亿元。

海南八百里物流公司与联想集团、我
惠网等达成5500万元合作意向协议，众
志科技与浙江华月、广东科隆、浙江鼎盛
达成合作意向3800万元，美华合泰与日
本、意大利等地客商达成合作意向400万
元；另外极风、立昇等企业都与客商达成
了合作意向。

参展企业海南八百里物流公司从传统
物流行业跨界到车联网领域，目前正在开发
一款系统，意欲解决汽运车辆空载率高导
致成本上升的难题，正是凭借这项研究，在
技展会上获得5500万元的合作意向合同。

最近，海南众志科技完成冰箱、空调
自动除霜技术的研发，提高了产品的节能
效果，准备占领自动无霜冰箱、空调的细
分市场。今天，众志科技凭借这项创新与
广东科龙达成了合作意向。

APEC中小企业技展会

海南企业达成
1.2亿元合作意向

本报海口6月23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谢曦）记者今天从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了解到，我省近日下发了特色风情小
镇建设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方案，确定了
海口市演丰镇、三亚市育才镇和万宁市兴
隆镇为2014年省级重点示范镇。

三个试点镇的具体资金分配为：演丰镇
920 万元、育才镇 1000 万元、兴隆农场
1000万元，主要用于镇墟环境整治、街景立
面改造、园林绿化、道路硬化、路灯照明等基
础建设方面。目前前期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同时，我省还将继续抓好海口云龙、
文昌龙楼、定安龙门等2013年三个省级
特色风情小镇示范镇建设，并指导市县、
农垦建设一批市县级特色风情小镇。

今年4月，省住建厅还制订出台了《海
南省特色风情小镇建设指导意见》，编制
了《海南特色风情小镇建设技术导则》，从
宏观上统筹指导全省特色风情小镇建设。

今年风情小镇
省级示范镇确定
分别为海口演丰、三亚育才
和万宁兴隆

开栏的话
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从北到南，由东及西，众多商贸项目竞相上马，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海南的商业设施

水平，同时有效拉动了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今年以来，在经济下行压力不减的形势下，众多商贸项目纷纷加大建设力
度，在海南掀起新一轮商业投资热潮，海南商业业态格局将如何转型升级，这一轮商贸发展给海南带来什么，本报今起推出

“项目加速度 商贸新升级”系列报道，敬请读者垂注。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罗霞
特约记者 陈循静 谢振安

依托三亚市内免税店，开业仅3
年零一个多月就狂揽近70亿的中国
免税品（集团）有限公司，正在海南下
一盘更大的棋。

“我们正在三亚海棠湾打造免税
国际购物中心，总投资超50亿，项目
落成后，将成为中国免税业的又一个
明星作品以及三亚新的城市地标。”6
月19日，中免集团三亚市内免税店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苏毅向记者透露，
这座全球最大的市内免税商业综合
体，未来将成为全球免税及旅游零售
行业了解中国市场的新窗口。

在三亚豪掷重金的并非只有中免
集团这家中国最大的奢侈品运营商，
落子地也绝非仅限于北纬18度。

近年来，从北到南，由东及西，包
括海口观澜湖项目、万宁奥特莱斯、海
南大印集团保税物流项目（老城）、夏
日国际商业广场项目（儋州）、海南中
部家居建材城等多个商业项目竞相加
快推进和建成，无不印证海南正掀起
新一轮商贸投资热潮。

资本竞相涌入

这是个资本横流的时代。一个地
区能否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资本的青睐程度。

海口是我省最重要的经济板块。
仅在去年，该市90个省市重点项目完
成投资412.4亿，一大批商贸行业重点
项目开工、落地。

“近年我局服务的省市重点项目主
要有海口玉沙广场、椰海粮油交易市场、
海南金盛达建材商城、农垦商业中心项
目、海南中商农产品中心市场、生生国际
购物中心、置地广场、友谊国际广场、海
南国际汽车园项目、丁村现代美居生活
物流园项目、远大购物中心项目、南北通
物流（新南北通货运综合物流园）、宜欣
广场改造项目等，2014年重点项目总
投资超过517亿，计划完成33.5亿。”海
口市商务局副局长王明夫如数家珍。

除却海口这个最大的商贸中心，其

他市县商贸项目建设同样如火如荼。
总投资达20亿的夏日国际商业

广场项目地处儋州市内，总建筑面积
45万平方米，是海南西部超大型的商
业综合体。截至5月20日，项目累计
完成投资2.32亿，一期主体工程预计8
月底竣工，12月底试营业。

此外，鼎尚时代广场项目、万国大都
会广场项目、儋州骑楼小吃风情街项目等
重点项目也在加速推进。包括夏日广场
在内，这四大商贸项目总投资达48亿。

“今年我们要加快夏日国际商业广
场等项目建设步伐，推动海南创亿中鑫
西部汽车城年内有新进展，推进白马井
边贸城的筹建工作， 下转A08版▶

（相关报道见A04版）

从北到南，由东及西，海南多个商业项目加快推进和建成

新一轮商业投资重塑消费版图

项目加速度

新升级商贸

在万宁首创奥特莱斯国际珠宝城，游客争相购物，销售火爆。 本报记者 张杰 通讯员 陈春宇 摄

以房养老商业保险
正式开闸
北上广汉7月起试点两年

中国南方喀斯特二期
申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