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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纪委对
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
案审查。

经查，冀文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收受、索取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

冀文林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其中受贿
问题已涉嫌违法犯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经
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冀文林
开除党籍处分；经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决定给予其
行政开除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

严重违纪违法

冀文林被开除党籍公职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郑海

信访工作是党群干群关系的晴雨
表，也是检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成效的重要标准。今年5月26日
至6月26日，根据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有关文件精神及工作部署，我省集中
开展了市县（区）委书记大接访和政法
系统领导干部联合大接访活动。截至
目前，全省各市县领导干部共接待群
众1723批 6528人次，当场化解群众
诉求316宗。

是关心，更是拳拳爱民情
“阿婆，您慢些走，回家路上注意安

全！”6月20日，海口市龙华区委书记
王东接访时，每一位来访者离开，他都
会起身相送。这一天，龙华区全区干部
共接访40宗68人，答复率100%，当场
办结率35%。

悉心的话语如涓涓细流，在上访
群众心底流淌。“这就是我们百姓的
父母官，关心着我们的一举一动。”阿
婆掏出随身带着的手帕擦了擦湿润

的眼角。
同样的暖人画面也出现在定安县

的接访现场。6月17日，省委常委、省
委群工部部长肖若海在省高院院长董
治良的陪同下，开始带案下访定安、琼
中、五指山、陵水、万宁等5个市县。面
对每一个前来上访的当事人，肖若海均
是先了解其上访内容，再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进行劝解，仅17日一天，就化解
了16宗案件。每个当事人离席时，肖
若海均亲切嘱咐，“回去后要好好照顾
家人，发展生产。”董治良则不忘交代法

警，“快送送他们。”
大接访活动中的点滴温情，体现

的是我省各级领导干部的拳拳爱民
之情。

是担当，更是务实好作风
6月 10日至11日，省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毛超峰一行带案下访文昌、
澄迈两个市县，走村入户与群众面对
面解难释疑，心贴心化解矛盾，实打实
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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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开展领导干部大接访化解大批信访积案

面对面听民声 实打实解难题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多个村庄连片整合，高标准开发，
环境优势有效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在全省大力打造乡村游的热潮中，文
昌市东路镇葫芦村的旅游开发特色
十足。

文昌市近年来以打造“美丽乡村”
为突破口，大力提升葫芦村基础建
设。在“政府主导，企业促进，农民参
与，市场运作”的思路下，葫芦村探索高
标准建设、高档次管理，企业主导与农
民深度参与的整套发展模式，促成了高
水平的乡村游大景区，堪称乡村游的

“葫芦村模式”。

高标建设：
农家小旅馆酒店化服务

“小村里跑起了马车和电瓶车，农
家旅馆统一配备，你敢相信吗？”海口市
民周小姐对葫芦村情有独钟，不仅因为
这里景点多，而且因为这里的农家旅馆
安全、舒适。

周小姐的感受得益于文昌市委、市
政府打造葫芦村旅游项目时强调的“四
高”原则：高品质定位、高起点规划、高标
准建设、高档次管理。为此，当地政府引
进我省著名企业龙泉集团公司，按照“农
户+合作社+公司”的模式打造旅游产品。

在葫芦村，龙泉公司将闲置房屋打
造成农家旅馆，并统一配套了电视、空
调、热水器、卫生间；在客房运营管理上
坚持做到“五统一”：由企业统一配备家
具电器、统一办理订房退房、统一宣传促
销、统一进行客房服务，解决了农家旅馆
存在的卫生不达标、服务不专业问题。

在龙泉乡园这一个由龙泉公司出
资规划、村民参与服务管理的度假区，
餐饮、客房、咖啡厅一应俱全，全部按专
业水准打造。龙泉集团总裁邢益师告
诉记者，目前度假区一房难求，必须提
前预订。在此基础上，葫芦村还配备了
旅游服务中心，发展起了垂钓、亲子娱
乐、休闲果园、文昌鸡博览园等热门项

目，旅游配套非常丰富。

运作模式：
农民拿房拿地入股分红

咖啡厅、客房、农业、马车、电瓶车
等各项收入情况，每月都会贴在葫芦村
的宣传栏上。

“今年正月，光靠住宿和餐饮，我们
家就有8000元收入，平时每个月也有
四五千元收入。”葫芦生态观光农业专
业合作社农户邢益为高兴地说。据了
解，农户以房屋入股与龙泉公司合作的
旅馆项目，能从营业额中抽取30%的提
成，剩下的除去成本由合作社与公司五

五分成，利润按人头分红。也有农户通
过以田地入股、经营咖啡厅或马车项目
获得不菲的分成。旅游项目还给村民
们提供了100多个岗位，人均月工资有
2500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征地过程中，10
个村民小组成立的经济联合社对坡地
采取只租不卖、共同分红的模式，既保
住了老百姓的“命根子”，又让农民长期
受益。如龙泉公司租用土地60多亩建
龙泉乡园，租期为30年，每年缴纳租
金。村集体与公司约定从经营收入中
留出一定比例资金，作为再发展基金和
全村福利发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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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探索“葫芦村模式”，实现农民致富与乡村游双赢

小小葫芦村闯出旅游大乾坤

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印发了《2014-2018年全国党员教
育培训工作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
行。

《2014-2018年全国党员教育培
训工作规划》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

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
条主线，适应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
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要求，围绕
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科学发展，以增强
党性、提高素质为重点，继续大规模开
展党员教育培训，全面提高党员队伍素
质能力，推动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证。

基本原则是：坚持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坚持服务党员、按需施教。坚持

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坚持基层为主、
上下联动。坚持继承创新、注重实效。

目标任务是：从2014年开始，用
5年时间，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切实加强经常性教育
的基础上，对广大基层党员普遍进行
教育培训，使广大党员理想信念进一
步坚定，党性观念进一步增强，改革意
识进一步强化，优良作风进一步发扬，
履职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先锋模范
作用进一步发挥，不断增强党的生机
活力。

中央办公厅印发《2014-2018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

用5年对基层党员进行教育培训

■ 吴卓

近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
道镇组织党员、群众无偿献血，有
17 位农民首次献出了自己的鲜血
(详见本报昨日A03版)。

鲜血有限，情义无限。17位农
民的善举，让我们看到了人道主义
的光芒，也看到了团结互助的真
情。他们以自己的行为，突破了一
些旧观念的束缚，带给了我们一份
惊喜；他们更以这样的行动，宣示了
新时代农民的奉献精神，树立了农
民的新形象。

无偿献血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
要标志。当前，社会上还有不少人
对献血知识、献血活动缺少了解，对
献血参与度不高。而随着医院就医
人数增多，用血量大增，供需情况出
现不平衡，有时甚至直接影响对病
人的救助。发动更多的人参与献血
活动，显得尤为重要。

17位农民兄弟主动无偿献血，
就是向社会做出了很好的示范。期
待有更多的群体参与献血等公益活
动，在献出爱心的同时，也为社会献
出一份责任与担当。

农民无偿献血
彰显责任担当

本报营根7月2日电（记者洪宝光
特约记者黎大辉 通讯员王丽娟）今年
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大农村低保
清查力度，及时清退城乡低保 560 户
1783人。这是记者今天从琼中有关部
门获悉的。

目前，琼中享受低保总人数为4076
户12891人，其中城镇2539户7773人，
农村1537户5118人。农村低保和城镇
低保标准分别为200元和330元。

近年来，琼中建立了农户低保资
料档案，并对享受低保人员进行张贴
公示，主动接受监督，切实保障低保工
作的阳光操作。考虑到低保工作的复
杂性，该县还不断完善低保退出机制，
严格按照核查程序，对辖区内贫困家
庭情况、低保人情况及申请人信息等
进行重新清理核查，对经过帮扶富裕
起来的农民实行退出保障机制，不符
合条件的一律清退，符合低保条件的
纳入低保范围。

今年4月以来，琼中对全县农村低
保户进行100%入户调查，准确了解低
保对象的基本信息，摸清对象的实际生
活状态，对符合城乡低保添加的对象实
现“应保尽保”，对各种不符合低保条件
的对象做到“应退尽退”，共清退城乡低
保560户1783人（其中死亡76人，出嫁
87人，外县户口及迁出户口35人，家庭
有农业户口享受城镇低保15人）。收回
多领取城乡低保金5.6万元。

琼中民政局负责人表示，今后加大
低保举报查处力度，做到有访必查，有查
必果。

琼中今年清退
城乡低保1783人

本报海口7月2日讯（记者李佳飞 实习生潘媚）
“有学校指标到校分配不公开，全凭校长说了算”“有
学校分配推荐指标时只考量学业成绩，没有践行德
智体美劳综合考评的标准……”近日，关于海口市

“小升初”指标推荐的信息备受家长关注，为方便家
长了解相关政策，海口市教育局今天公布了13部咨
询和受理监督投诉的电话号码，欢迎家长拨打咨询
并共同监督。

受理家长招生咨询的电话分别为：海口市教育局
68724630、68724631；秀 英 区 教 育 局 68661219、
68666104；龙华区教育局66568640、66568641；琼山
区教育局65826216；美兰区教育局65314979。

受理招生监督举报的电话分别为：海口市教育局
68724590；秀英区教育局68661211；龙华区教育局
66568646；琼山区教育局65821238；美兰区教育局
65351591。 (相关报道见A05版)

海口公布中小学
招生咨询投诉电话

风情小镇是三亚海棠湾开
发建设的一号惠民工程。按照
总体规划，海棠湾将建设9个风
情小镇，既满足4.7万名原住居
民的安置问题、就业需求，又为
海棠湾风情特色旅游提供载
体。目前，林旺南、林旺北、龙
海、龙江和青田风情小镇正在建
设中。计划今年 9 月前交付
1532套住宅，争取年内实现
1000户拆迁户搬进新居。

图为海棠湾具有地中海风
格的龙江风情小镇正在进行收
尾工作。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海棠湾风情小镇
风情初现

本报广州7月2日电（记者况昌勋
通讯员李文辉）在刚刚闭幕的第三届中
国（广州）国际食品食材博览会上，海南
展团收获颇丰，共签订食品食材和特色
产品合同37宗，金额3864.5万元；意向
订单36宗，订单金额达1.18亿元；现场
交易额近50万元，参展货物全部售罄。

本次展览会，我省展团由特色品牌
农产品及加工产品、畜产品和热带海洋
水产品等三大板块组成，共组织52家企
业、150多个名优、特色和品牌产品参
展。其中，海南五指山黎乡有机野山鸡
股份有限公司携带的6种系列有机产品，
引起了强烈关注，不少市民现场抢购。

“很多客商与我们进行对接，截至今
天，来自广州、深圳、香港等地的4家客
商当场与我们签订了销售合同，五指山
野山鸡系列产品成交额7130万元。更
可喜的是，一家大企业还与我们公司达
成了合作协议，承担五指山野山鸡系列
产品广州总包销售。”海南五指山黎乡有

机野山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平说。
我省在展馆专项活动区举办了“海

南热带特色食品食材推介会”，重点推
介全省名优、特色和绿色品牌农产品及
水产品，推出27个重点农业招商项目，
邀请100名国内外采购商开展现场洽
谈对接和签约。

在穗参展引发抢购，当场签单7130万元

五指山野山鸡变“金凤凰”

加油鼓劲奋进海南

本报嘉积7月2日电（记者蔡倩）
今天，记者从琼海市招商局获悉，今年
上半年，琼海市引进项目37个，计划
投资总额470.35亿元，实际投入资金
62.01亿元。其中，实际利用国内资金
62亿元，与去年同比增长94.6%，实际
利用国外资金16万美元。

据了解，琼海引进的主要项目有：
投资额100亿元的慧远好望山项目；
投资额39.47亿元的潭门海洋渔业文
化旅游项目；投资额25亿元的海城·
时代广场项目；投资额15亿元的中国
龙舟赛训练基地及配套综合项目等。

此外，上半年琼海市共组织和参

加了浙江招商活动、津洽会、环渤海
招商推介活动等招商活动；接待各地
来访客商200余批次400余人次；对
接洽谈项目54个。

今年以来，琼海坚持把招商引资工
作作为全市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不仅定期研究部

署招商引资工作，还亲自推介投资环境
和招商项目，直接洽谈重大招商引资
项目。琼海招商局把项目服务工作作
为投资促进的主抓手，大力推介投资
环境和重点招商项目，不断提升项目
质量，拓宽招商领域，全市招商引资呈
现出总体形势趋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琼海上半年招商引资提速快跑

引进项目37个 到位资金62亿

小吃街如何做大生意？

百辆二手超标电动车
沿街叫卖

中纪委上半年
反腐七个“最”

萨科齐若获罪
最高或判10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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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瑞自贸协定本月起生效

买瑞士名表
不必出国血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