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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秦海灵 林晖泽

“党员驿站”招牌，伫立在碧水青山
间，串起群山绿野中的一道红色长廊。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这个招牌让许
多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琼中党员驿
站很有特色，不仅仅是我们游客的服务
站，更是我们旅途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6月29日，来自广东的骑行爱好者
王军乐说。

近年来，琼中通过打造党员驿站党
建服务品牌，实现了基层党建和“奔格
内”（源于黎语，是“来这里”的意思，现
已成为琼中乡村休闲旅游的代名词）乡
村旅游的有机对接。如今，党员驿站不
仅成为了党员干部活动、服务群众、农
村经济发展的基层阵地，同时也是进山

游客的旅游客栈，初步形成了基层党建
和乡村旅游发展融合的服务体系。

打造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3年建成100个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4年前，琼中基层党建基础普遍落
后：大部分农村“两委”干部没有办公场
所，即使有，也大都是在1980年代建设
的，面积窄小，年久失修，甚至是危房。”
琼中长征镇潮村党支部书记刘清平说，
前些年，村里没有办公场所，通信又不
方便，群众要办个证、开个证明，要到镇
上或村里找村干部，来回折腾好几遍才
能把事办成。

为了解决基层干部办公场地缺失
的尴尬局面，2010年，琼中乘着中央第
二轮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和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的东风，经过调研和论
证，正式提出“村墟”和“山区旅游客栈”
建设理念，拉开了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
设的总序幕。

在该理念的指引下，琼中借助丰富
的森林景观、田园风光、山水资源和浓
郁的黎苗乡土文化，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建设不仅建立在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为
民办实事和农村经济发展上，而且更深
层次地拓展其服务功能。

琼中县委、县政府通过整合资金，
连续3年投入了5000多万元先后建成
100个行政村的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党建品牌助力“奔格内”
依托驿站打造42个“奔格内”乡村公园

“建设村级组织活动场所，不单是

建成几幢房子，墙上贴几个制度就可以
了，而是要发挥好它的服务功能，融入
国际旅游岛建设战略格局中。”琼中县
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峰松说，为了将基
层党建和乡村旅游有机融合，琼中县委
提出通过农村党建工作品牌化助力乡
村旅游的发展战略，孵化一个鲜活的党
建服务品牌——党员驿站。

2011年9月15日，潮村挂起了全
县首个“党员驿站”招牌。此后，全县
100个村党支部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挂起
了这个招牌。在“党员驿站”品牌推动
下，琼中“奔格内”乡村旅游加快了发展
步伐。

2012年7月22日，什寒村依托党员
驿站挂起了琼中首个“奔格内”乡村生态
休闲旅游客栈招牌，并成立党员驿站旅
游咨询服务中心。只要游客一个电话，

该村党员便可为游客提供餐饮、住宿、露
营、探险、爬山、涉溪等多项旅游服务。
截至目前，什寒村已接待游客4.1万多人
次。在旅游的带动下，农民的腰包逐渐
鼓了起来，什寒村人均纯收入从2009年
的2720元增加至2013年的6420元。

如今，依托党员驿站品牌，琼中相
继打造了42个独具特色的“奔格内”乡
村公园，并初步串联成8条独具特色的

“奔格内”乡村旅游路线，如朝参村的自
行车慢道、鸭坡村的党史国情教育、金
妙朗村的田园风光，大保村的古村文
化、万众村的黎家博物馆、便文村的红
色记忆和露营基地等，琼中“奔格内”乡
村旅游新格局初步成型。

琼中县委书记孙喆说，实际上，琼
中加强基层党建与发展乡村旅游一脉
相承， 下转A05版▶

琼中通过农村党建工作品牌化，实现基层党建与乡村旅游有效对接

党员驿站带你“奔格内”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张谯星）为加强对纪检监
察干部的监督，省纪委监察厅今天向社会公布对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和干部存在违纪违法问题的举报投诉方式。

举报电话：0898-65238365
举报邮箱：jjgbjd@hainan.gov.cn
来信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

2号楼海南省纪委监察厅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邮编：
570203）

省纪委监察厅负责人表示，此举报方式受理对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干部存在违纪违法问题的举报投
诉，对其他党政机关和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举报投诉
仍按正常方式向省纪委监察厅信访室反映，欢迎公众
监督。

发现纪检监察干部
违纪违法问题请举报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李关平
彭青林）今天上午11时许，位于海口市美
兰区灵山镇顺达路的慧谷药业固体制
剂车间烘箱发生爆炸，4人当场死亡，10
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较重已住院治疗。

事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主要领
导高度重视。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定之
作出批示，要求省市安监部门立即组织
调查，查明事故原因，并对相关责任人
进行严肃问责。海口市政府要尽最大
努力组织救治受伤人员，抚慰好伤亡人
员家属。要举一反三，切实加强易爆易
燃物品管理，把安全生产的责任和措施
落实到具体人头上，以对人民生命高度
负责的精神做好这件事。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陈辞，副
省长李国梁、陆俊华，省长助理、公安厅
厅长李富林也作出批示，要求迅速抢救
生命、做好善后、查明原因。

海口市公安、消防、120救护、安
检、美兰区委区政府等迅速采取有效措
施，积极开展抢险救援、人员救治和调
查工作。海口市政府成立了事故处置
领导小组，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中午1时许，记者赶到现场时，慧谷
药业已经被警方封锁，现场事故善后处
理、调查工作正在开展，厂区门口拉起
警戒线，附近停着消防车、公安刑事勘
查车，药厂内工人均已撤出大门外。

一名姓林的工人向记者透露，当时
听到“砰”一声巨响，20多人的车间内
突然一片漆黑，靠近门口的她很快逃了
出来，里面的工人也一窝蜂似地向外
逃。“有很多工友冒着危险把其他受伤
工友背了出来”。

据了解，4名死者为2男2女，均为
海南人，其中2人为临高籍，1人为定安
籍，1人为陵水籍。政府针对死者家属
的善后工作已经开展，并表示要做到安
顿、赔付、后事处置“三到位”。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这次生产安全事故是由于药厂的
固体制剂车间烘箱含易燃品酒精的物
料突然发生爆炸导致的，具体原因正在
调查中。下午4时许，记者走进厂区，
周边道路上撒满了玻璃渣，厂房内一片
狼藉，厂房的玻璃几乎都已经被震碎，
部分吊顶坍塌，足见爆炸时的冲击力。

海口市消防支队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消防官兵赶到现场时没有发现明
火，消防官兵冲进发生爆炸的车间内救
出3名被困人员。据了解，后经证实3
人已经死亡。

记者随后来到海口市第三人民医
院，事故发生后，共有10名伤者送至该
院，其中4人伤势较重需要住院救治，
伤者生命体征较为稳定。另6人伤势
较轻，正在急诊科观察治疗。

海口慧谷药业车间爆炸致4死，蒋定之批示要求

查明原因 严肃问责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梁振
君 实习生林诗婷）昨天发布的2014
中国省市区生态文明水平报告显示，
生态文明居前十位的省份中，福建、海
南和上海位列前三。

《2014年中国省市区生态文明水
平报告》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
区域协调发展与政策研究”研究成果
之一，由北京大学中国生态文明指数
研究小组发布。

研究组将30个省份分为五类。

海南属环境质量主导型省份。在这一
类型中，环境质量极大地推动了生态
文明水平的提高。这类省份的环境质
量突出，有利于人们的生存健康。课
题组建议：这类省份应着力促进发展
方式转型，提升技术与管理水平，逐步
提高生态效率水平，进而总体提升生
态文明水平。

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长期
以来，我省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成效显著。国家下达的钢铁、造纸、

水泥等落后产能淘汰率达100%，实
施节能技术改造和资源综合利用项
目26个。海口空气质量连续五年居
全国省会城市第一，万元单位增加
值污水耗氧量0.0069吨，全省大气、
水体和近海海域环境质量优良，生态
环境继续保持全国一流。开展绿化
宝岛行动，2013年全省森林覆盖率
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约为62%，
开展美丽乡村试点，建设文明生态村
近千个。

2014中国省市区生态文明水平报告发布

海南生态文明水平全国第二

■ 吴卓

昨天，海口市一家药厂车间烘
箱发生爆炸，当场死 4 人、伤 10 人。
血淋淋的事故再一次告诫人们：安
全生产这根弦时刻不能放松！

悲惨的事故让人惊心，更催人警
醒。很多安全事故的发生，有客观原
因，但更多的是人祸。或者是不严格
按照安全规范生产，粗心大意；或者
是对安全隐患视而不见，心存侥幸；

或者是不注重安全保障，得过且过
……种种行为，酿成了多少惨事，夺
去了多少生命，祸害了多少家庭！

安 全 ，是 生 命 之 花 绽 放 的 前
提。保障安全，既是对他人生命的
尊重，也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无
数事实告诉我们，安全生产容不得半
点的疏忽大意，容不得一丝的心存侥
幸。只有强化安全意识，增强责任
心，时时刻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安全生产才有保障，生命才有保障。

安全之弦松不得

本报海口7月 1日讯（记者张惠
宁 通迅员段晓晖）海南城乡居民翘首
以待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实施办法终于
落地。《海南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暂行
办法》近日已由省政府通过并落地实
施，这意味着我省建立了统一的居民养
老保险制度。

根据《海南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暂行办法》规定，2014年城镇居民基
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130元。今
天起，我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

础养老金标准增加20元，提高至每人
每月120元，缩短与城镇居民基础养
老金标准的差距。我省计划明年拉平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

新出台办法增加了丧葬补助金的
规定；删除了城镇居民须取得我省非农
业户籍5年或10年才能领取养老待遇
的规定；并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高缴
费档次由新农保的1000元、城居保的
2000元提高为3000元，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实行政府补贴与个人缴费挂钩，多
缴多补。 (相关报道见A08版)

我省统一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基本拉平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记者张鹏雄 白洁）针对
日本政府通过有关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一
事，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日敦促日方切实尊重亚洲邻
国的正当安全关切，慎重处理有关问题，不得损害中国
的主权和安全利益。

洪磊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由于历史原因，
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政策动向历来受到亚洲邻国和
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一段时间以来，日本执政当局
一方面在历史问题上频频制造事端；一方面在军事安
全领域采取前所未有的举措，使日本军事安全政策出
现重大变化。人们不能不质疑日本是否要改变战后长
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我们注意到日本国内对解禁
集体自卫权也有强烈反对意见。”

洪磊表示，日本的国家发展走向归根结底应由广
大日本人民来决定。中方反对日方蓄意制造所谓“中
国威胁”来推进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敦促日方切实尊
重亚洲邻国的正当安全关切，慎重处理有关问题，不得
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不要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据报道，7月1日下午，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
议，通过了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
案，这意味着日本战后以专守防卫为主的安保政策将
发生重大变化。 (相关报道见B03版)

外交部回应日方解禁集体自卫权：

不得损害
中国安全利益

本报海口 7月 1日讯（记者陈蔚
林 实习生黄一丹）今天下午，我省召
开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情
况通报座谈会。会议要求，继续保持
防控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高压态势，
通过专项行动建立起防控长效机制，
把抵制新闻敲诈和假新闻内化为新闻
从业人员的自觉行动，营造风清气正
的新闻从业氛围。

自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
动启动以来，省委宣传部、省公安厅、省
文体厅、省记协等部门抽调精干力量投
入该行动，在各媒体公布投诉电话及邮
箱接受群众举报，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
况，并组成联合调查小组对重要线索进
行追查。截至6月30日，共接到各类
举报线索22件，其中新闻敲诈和假新
闻17件，受理17件，办结11件，其余6

件正在核实中。重点查处了伪造某杂
志假记者站和假记者，以及人民网海南
视窗2014年5月19日刊发的失实报道
《海南一国家森林公园被“挖烂” 国土
局：没法管》等案件。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俊在会上指
出，治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是一项长期
的系统工程，既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加
大整治力度， 下转A05版▶

我省召开打击新闻敲诈
和假新闻专项行动座谈会

保持高压态势 建立长效机制 营造风清气正新闻从业氛围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周元）今
天下午，省委书记罗保铭在海口会见了爱
尔兰前总理、爱中合作理事会终身名誉主
席、国际森林基金会主席伯蒂·埃亨一
行。双方就保护开发森林资源，推动绿色
发展，深化林业、旅游、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进行了深入务实的交流，并达成共识。

伯蒂·埃亨是爱尔兰历史上连任最
长的总理，任内非常重视爱中关系，卸
任后仍积极推动爱中合作，曾三次访问
我省。他本次访琼旨在进一步推动双
方的合作，并启动鹦哥岭自然保护区

“国际森林基金合作项目”。
“森林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绿色发

展的理念超越了国界和社会制度”，罗
保铭代表省委省政府及海南人民，欢迎
这位因绿色结缘的老朋友，并感谢埃亨
对海南绿色发展的关注，以及不遗余力
在国际社会推介海南绿色崛起理念所
作的努力。

罗保铭重点向客人介绍了海南为
保护环境尤其是绿色资源上所采取的
措施和努力。他说，海南通过立法修订
林地管理条例，将下放市县的林地审核
审批权收归省林业主管部门，既缩短了
审批时间，又加大了信息公开和监督力
度，有利于林地资源的集中管理和保护
开发。同时，海南还实行了森林公安管
理体制改革，强化了队伍建设，进一步打
击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罗保铭说，当
前海南省委省政府和各市县党委政府都
坚守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
发展，同时也绝不为资本的诱惑而破坏
资源，搞低水平低层次开发，这个坚定的
信念来自于凝聚了全省人民共识的绿色
崛起理念，也来自于历届中央领导对海
南生态建设的亲切关怀和高度重视。

对埃亨提出的合作建议和事项，罗
保铭一一给予积极回应，要求有关部门
主动沟通、做好服务，争取在森林资源

保护与开发、乡村旅游、房车营地建设、
旅游人才培养等方面与爱尔兰的有关
机构展开深度合作。

在爱尔兰总理任上期间，埃亨曾花
费了大量精力倡导环保，他表示对海南
绿色崛起的理念和行之有效的举措深
表钦佩，并感谢海南省委省政府对双方
合作的重视和支持。他指出，爱尔兰和
海南有许多相似之处，合作空间非常广
阔。他强调爱尔兰在森林资源保护开
发、房车营地建设、旅游人才培养、农业
产业化等方面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非
常愿意与海南的朋友分享，进一步拓宽
和深化合作。他表示愿为海南的绿色
崛起提供尽己所能的支持与帮助。

省长助理、省旅游委主任陆志远，
爱中合作理事会相关负责人，以及省委
办公厅、省发改委、省外事侨务办、省林
业厅、海南大学和海口、三亚、琼海、白沙
等市县党委政府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见。

罗保铭会见爱尔兰前总理埃亨

指标到校引来市民热议,教育局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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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首日

190辆黄牌车被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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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办乡镇幼儿园
短板怎么补?7月1日，省委书记罗保铭在海口会见爱尔兰前总理伯蒂·埃亨一行。图为罗保铭向埃亨介绍《海南日报》刊登的有关海南

红树林立法保护的情况。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大连中石油输油管道
被钻漏爆燃

B01版 中国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