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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本报三亚7月10日电（记者林
容宇）昨天上午，三亚多个部门在三亚
创意产业园现场办公，为企业发展解
决难题。从创意产业园总体情况来
看，一批企业已经进驻，并开工建设相
关项目，但还存在道路、排污、供电、供
水等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的问题。

据悉，三亚创意产业园区建设至

今共完成投资54.69亿元，截至今年5
月已完成产值 1.47 亿元，同比增长
20%。园区年内开工建设项目将达
15个，目前，园区内已开工建设的项
目有8个，其中3个项目为续建项目，
5个项目为今年新开工项目，另有7个
新建项目计划今年内开工建设。

截至今年6月，已签约入驻创意

产业园区的社会投资企业共23个，协
议投资总额达354.34亿元，涵盖了信
息技术、芯片研发、动漫创意、国际交
流、教育培训、新能源开发、生物制药、
医疗以及游艇基地、总部基地等高产
出、无污染、高附加值产业，其中，已签
协议企业中有19家企业的23个项目
已通过招拍挂取得土地使用权。

现场办公会上，三亚市发改、住
建等部门与企业面对面会诊问题，协
商解决办法。三亚市委副书记、常务
副市长吴岩峻强调部门能帮助协调
解决的问题，要尽快解决；对不合格
的企业要采取警告或清理措施，不影
响园区其他项目发展。同时，要继续
下功夫、下力气管控违法建筑。

三亚创意产业园已完成投资54亿

前5月完成产值增长20%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王
晋 实习生林诗婷）我省迄今为止投
资体量最大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西环高铁正加速推进，截至6
月30日，项目今年累计完成投资52.5
亿元。今年西环高铁拟安排投资117
亿元，预计明年2月开始铺轨，有关各
方正全力以赴确保项目2015年底投

入运营。
驱车行驶在西线高速公路上，高

速路右侧的西环高铁工地跃入眼帘：
一座座桥墩拔地而起，有的已经开始
架梁，铁路沿线施工人员正战高温、
斗酷暑奋战在一线工地。在西环高
铁东方段，由中铁四局负责的4标段
路基、涵洞、桥梁等所有线下工程基

本完成，已转入线上工程并进入桥梁
架设阶段。

据透露，西环高铁今年7月起桥
梁架设全面展开，12月底桥梁架设基
本完成，站房、生产及生活房屋、站台
雨棚主体完成，四电设备进场安装。
2015年9月开始联调联试，确保当年
12月底建成通车。

西环高铁上半年完成投资52.5亿
今年拟安排投资117亿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王黎刚）第
二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8月16日
在南京开幕。青奥会网络火炬传递海南站欢
迎仪式今天在海南华侨中学体育馆举行。

海南省优秀青少年代表、参加南京青
奥会的海南省运动员蒙成，海南省全运会
冠军、奥运选手王伟东和邓道坤，海南的
北京奥运会火炬手杜宏华，吴坤富等共同
参与了青奥会网络火炬传递活动，他们用
手机软件完成了碰传火炬“give me a
fire”的过程。截至今天中午12时，全球网
络火炬人气指数超过3455万。

自4月30日圣火在希腊采集，网络火
炬传递启动以来，南京青奥网络火炬在过
去的76天已经在五大洲成功传递。通过
网络传递，每个人都可以作为火炬手加入
青年奥林匹克圣火全球传递之旅，一起感
受奥林匹克精神，体验青奥文化。

青奥村村长靳道强在欢迎仪式上说：
“此次青奥圣火抵达海南站，宣告南京青
奥会进入倒计时的最后阶段，我们相信带
着海南省人民的美好祝愿和深情厚谊的
青奥火炬，将从这里出发，传递到祖国的
大江南北，点燃在中华的神州大地。”

接下来，青奥会网络火炬传递将在中国30
多个省区市进行传递，8月6日抵达南京青奥会
举办城市南京。副省长王路出席本次活动。

青奥会网络火炬抵海南

加油鼓劲奋进海南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郭景水 通讯员贠丁
琦 高春燕）我省今年高招今天开始录取。截至下午
6时，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录取的军队、公安、武警、司法
类本科院校，本科提前批录取的其他本科院校、艺术类
本科学校（单招）一共录取了151人。其中在文史类招
生的32所院校录取了40人，在理工类招生的58所院
校录取了87人，艺术类单招院校一共录取了24人。

据了解，今年安排在我省本科提前批招生的院校
（含贫困地区专项计划）208所，艺术单招院校74所，
计划招生2204人。

今天上午，省考试局向2014年安排在我省本科提
前批录取的军队、公安、武警、司法类本科院校及招收
小语种的外语类院校，招收轮机工程、航海技术、边防
管理等特殊专业的院校，以及艺术类单招院校投档。

省考试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天参加录取的院校
都实行梯度志愿投档。从第一志愿投档情况来看，参
加这一批次相关类别招生院校的生源数量和质量都比
较好。特别是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免费师范生第一志
愿投档分“高温不降”，报考持续热门。以文科为例，今
年在琼招生的5所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免费师范生第
一志愿投档全部满额，计划满足率均超过100%。

军队、武警、司法类院校第一志愿投档后，生源数
量整体充足，大部分院校第一志愿投档满额。如在理
工类招生的海军工程大学提档线达到了676分。

据了解，安排在这一批次招生的香港城市大学、香
港中文大学，虽然设置了一些报考条件，招生计划数也
相对较少，但丝毫没有影响考生的报考热情。这两所院
校第一志愿投档全部满额，且第一志愿投档分数趋高。
以香港中文大学文史类为例，最低提档分达到了809分。

我省今年高招
开始录取
本科提前批首日录取151人

■ 吾思齐

为缓解拥堵，海口交警部门一直在寻求破题
之策。交通组织方式合不合理，只有用实践来检
验，用效果来回答。

道路交通组织是否科学，市民的体验最直观、
最真实，也最有发言权。面对拥堵这个老大难，海
口交警部门没有回避问题，而是主动问计于民，开
设交通热线请市民“挑刺”，交警部门将对全市交
通标志、标线、信号灯等进行全面清查，进而优化
设置。主动开门纳谏，让人看到了职能部门能够
正视问题、主动作为的积极一面。

路堵让人心堵。譬如有些路口车辆需等三次
以上红绿灯才能通过，个别不足200米长的路段
竟有3个不同限速标志，诸如此类的问题，有些是
可以优化设置加以解决，有些则是需要清除的。

为了椰城的交通畅通，市民们不妨多挑挑
“刺”。只有把这些“刺”一个一个挑出来拔掉，才
会有助路况的畅通。

为交警开门纳谏点赞

本报北京7月10日电（记者易建
阳 通讯员朱艳）今天，一股清凉的热
带雨林之风吹进了北京城。为期5天的
2014海南·五指山城市形象暨旅游房地
产展示会在北京开幕。本次展示会以

“绿动五指山，氧生翡翠城”为主题，共
有20余家五指山房地产开发企业和4
家旅游企业参展。

今天上午，五指山市在北京海淀永
泰福朋喜来登酒店举行了2014海南·
五指山城市形象暨旅游房地产展示会
新闻发布会，北京相关主流媒体记者、
社区代表、旅行社代表、房地产企业代
表等近200人参加。

会上，记者围绕北京市民普遍关注
的热点问题，如五指山的旅游环境、置
业环境、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未来
发展规划等，向与会的五指山市政府代
表团提问。五指山市副市长岳国华、刘
锐和五指山旅游局、房产局主要负责人
回答了提问。

据悉，五指山市这次来北京主要是
推销五指山优质的气候、环境。岳国华
表示，此次来京推介的房产有三大特
点：即高新、生态、廉价。高新指的是房
子高档新颖，楼盘比较高档。生态指的
是住宅生态化，五指山市是“中国园林
绿化优秀城市”、“中国十佳绿色城市”
之一。廉价指的是相对一线城市，五指
山的房子要便宜。

热带雨林风吹京城

五指山市在京
推介城市形象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况昌
勋 通讯员徐良伟）记者从省水务厅获
悉，我省已经完成18个市县的1806名
新上岗小型水库管护人员的培训、考核
工作，至此，我省1826名小型水库管护
人员均实现持证上岗。

近期，省水务厅派出由高级工程
师组成的6个授课专家组到18个市县
（除三沙外）对小型水库管护人员进行
授课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有，小型水
库及其各建筑物的功能和各项技术指
标；水库管护人员的工作职责；小型水
库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小型水库的
调度运行工作；小型水库的安全监测
和维修养护工作；小型水库的主要安
全隐患处置技术等。考试合格者予以
颁发上岗证。

过去小型水库管护员很多是兼职
人员，这次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后，
所有管护人员均为专职。

我省小水库管护员
全部持证上岗
实现专职管护

7月10日，海南省青年代表张楠青（右）和参加本届青奥会的海南运动员蒙成在青奥会火炬网络传递仪式上。 新华社发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周元
特约记者郑轩）根据中央巡视工作领导
小组的部署，中央第七巡视组向海南省
反馈巡视情况。7月9日，中央第七巡
视组组长项宗西，副组长刘卒向海南省
委书记罗保铭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反馈了
巡视情况；7月10日，项宗西代表巡视
组向海南省领导班子进行了反馈，罗保
铭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表态发言。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2014年 3月
24日至5月27日，中央第七巡视组对
海南省进行了巡视。巡视组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这个中心，把发现问题、形成震
慑作为主要任务，广泛开展个别谈话，
受理群众来信来访，调阅有关文件资
料，深入了解情况，顺利完成了巡视任
务。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听取了巡
视组的巡视情况汇报，并向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报告了有关情况。

项宗西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海
南省领导班子严格执行政治纪律，切实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带头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腐倡廉建设
取得新成效。但巡视中干部群众也反
映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在党风廉政建

设方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够
到位，查办案件力度不够大，少数领导
干部在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工程建
设和选人用人等方面以权谋私，腐败现
象在一些领域和部门易发多发，基层反
腐败斗争形势较严峻。在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和作风建设方面，“四风”问题还
不同程度地存在，“庸懒散奢贪”现象仍
较突出。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执行政
策规定不够严格，存在超职数配备干
部、低职高配问题等。同时，巡视组还
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
按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有关部
门处理。

项宗西代表巡视组提出了四点意
见建议。一是全面落实省委和各级党
委抓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以及纪
委的监督责任，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和
办案工作力度，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
势。二是不折不扣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锲而不舍纠治“四风”、深入整治“庸懒
散奢贪”现象。三是不断完善民主决策
机制，重大决策事项要广泛征求意见。
四是严明组织纪律，强化组织观念，严
格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和程序，
规范领导干部职级配备工作。

项宗西指出，海南省委要严格按照
中央要求，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的主体责任，高度重视巡视
反馈意见，特别是对指出的问题，要认
真研究分析，分门别类处理。主要负责
人要抓早抓小，抓好班子，管好队伍，切
实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的
责任。对巡视整改落实情况，省委要以
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开，接受干部群众的
监督，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将适时组
织开展监督检查。

罗保铭说，中央巡视组全面客观地
反馈了巡视海南的情况，肯定了我省近
年来的工作，同时严肃指出了我们在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反对“四风”、干部选拔任用等方
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一针见血、切中要
害，并提出了针对性很强的整改意见。
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高度警醒，深刻
剖析问题根源，逐项研究整改措施，全
力以赴抓好整改落实，坚决照办中央对
巡视工作的新要求。

罗保铭强调，一要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保持党
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清醒和坚定。习近
平总书记在听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
组关于今年第一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
重要讲话，振聋发聩，对惩治腐败旗帜
鲜明、态度坚决，意志坚定、要求明确。
海南省委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以这次巡视整改为
契机，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反腐
败斗争的形势判断和工作部署上来，统
一到落实巡视整改主体责任、加强和改
进巡视工作要求上来，以强烈的责任感
和最鲜明的态度、最严厉的举措，深入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最
坚决的态度、最果断的措施刷新吏治。
二要不折不扣履行好党委主体责任和
纪委监督责任，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
势。全力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
任人的责任，管好班子、带好队伍。下
大力完善落实“两个责任”的工作制度
和工作机制，提出有针对性的、管用的
反腐防腐硬举措。强力推动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全力
落实“两个为主”、“两个全覆盖”的要
求，履行好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责，举
一反三，抓好全省的常规巡视和专项巡
视。同时，对这次中央巡视组移交的案
件线索，将组织专门班子，认真核查，不
放过一个腐败分子。抓住重点领域和
关键岗位，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进行集中整治和重点查处，严肃查办贪
污贿赂、买官卖官、徇私枉法、腐化堕
落、失职渎职案件。用改革的办法，堵
塞滋生腐败的制度漏洞，真正把权力关

进制度的笼子里。三要持之以恒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着力解决“四风”突出问
题。继续深入开展“庸懒散奢贪”专项
治理，下大力解决“吃拿卡要拖”等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精心抓好第二
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发扬钉钉子
精神，把抓作风变成常态，坚决防止“四
风”反弹。四要严格贯彻执行党政领导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坚决遏制选人
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严格执行民主集
中制，选好用好干部，坚决防止带病提
拔。加强干部日常教育监督管理，对超
职数配备干部、违规用人、干部档案弄
虚作假等问题专项整治。深化干部人
事制度改革，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指标体
系，引导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把心思和精
力放在推动海南科学发展、绿色崛起
上，努力形成为民实干、风清气正、廉洁
施政的政治生态。

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第九巡回督导组组长王金山、副组长董
君舒，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
责人以及巡视组有关成员出席反馈
会。海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
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其他副省级以
上领导干部、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领导
班子成员，省委巡视办、省委巡视组等
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中央第七巡视组向海南省反馈巡视情况

今年7月起桥梁架设

全面展开

预计明年2月开始铺轨

明年12月底建成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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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第六
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9日至10日在北
京举行。双方就战略、经济、人文三方面
达成约300项合作成果。这些成果为今
年11月中美元首会晤打下良好基础，为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正能量。

双方积极评价中美建交35年来
两国关系取得的发展，重申致力于加
强两国高层及其他各级别的交往。两
国元首将继续通过访问、会晤、通话、
通信等方式保持经常性沟通。

双方表示将共同努力为今年11
月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北京会晤
做好各方面准备工作。美方表示支持
中方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第22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在经济对话中，双方承诺进一步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与合作。美方
继续支持转向以更高投资和国民储蓄
为支撑的增长方式，高度关注其货币
政策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双方将
继续加强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合

作，推进国际金融治理改革。双方支
持对世界银行投票权结构进行定期审
议，美方承诺尽快完成对2010年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执行董事会改革
方案的国内审批。

双方同意争取2014年就双边投资
协定文本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达成
一致，并承诺2015年早期启动负面清
单谈判。美方承诺对各类中国投资者
保持开放的投资环境。 下转A03版▶

(相关报道见B01版)

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约300项成果

为两国元首北京会晤打基础

B03版 世界新闻

审计揪出央企
“败家”事

中国军舰赴
“环太平洋”演习海域

A03版 海南新闻

B02版 中国新闻

南渡江16家餐饮企业立责任状：

环境违法将自砸饭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