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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 10日讯（记者陈怡
通讯员鲍春晖）记者今天从海南银监
局获悉，为服务“三农”发展，海南银
监局积极引导辖内机构下沉金融服
务网点，目前已建成县域金融机构网
点 854 家，并实现了全省 2569 个行
政村便民服务点全覆盖，今年将完成

双覆盖。
今年以来，海南银监局通过新建、

迁建等方式加大对县域金融网点投
入，大力改善县域网点环境，增强县域
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引导村镇银行深
入乡镇、扎根村屯，向下新设网点和业
务，扩大金融覆盖面。2014年一季度

末，海南县域金融机构网点854家，占
比62.24%。

此外，辖内机构积极借助现代科技
手段，通过发展电子银行等方法扩大金
融覆盖面。鼓励银行业机构开展业务产
品创新，如“一小通”、“益农贷”等，规范
和促进林权抵押贷款发放，加大“三农”

信贷投入。海南省农信社联合社聘请省
内种植业、养殖业等生产、技术、流通各
领域专家，以及生产一线的实用人才，
组成“三农”专家委员会，给农民提供资
金和技术支持，并继续推行全省2569个
行政村便民服务点双覆盖，让农民实现

“贷款不出镇，还款不出村”。

随着县域金融机构网点的日益
增多，以及不断创新的农村金融产
品，推动了我省涉农贷款的快速增
长。数据显示，2014 年一季度末，海
南涉农贷款余额 1140.86 亿元，占全
部 贷 款 余 额 22.37% ，较 年 初 增 加
68.92 亿元。

农民贷款不出镇，还款不出村

金融便民服务点覆盖全省行政村

本报海口7月 10日讯（记者郭景
水 特约记者韩小雨 实习生李艳）今天
上午，我省举行学习贯彻全国职业教育
工作会议精神专题报告会，教育部副部
长鲁昕主讲。鲁昕在专题报告中传达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批示，以
及李克强总理在接见全国职业教育工作
会议代表时的讲话精神。

鲁昕表示，要将发展职业教育纳入
现代化建设总体部署，作为深化教育领
域综合改革的战略切入点、突破口，同步
规划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推
进人力资源开发与技术进步，推动教育

教学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衔接配套，推
动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创新。

鲁昕强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为学
生多样化选择、多路径成才搭建“立交
桥”，打破人才成长“天花板”。在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的实践中，要巩固提高中职教
育发展水平、推进中高职衔接、创新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以及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
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

据了解，我省目前有高职院校11
所，各类中等职业学校74所。中高职在
校生达到23万人，每年社会培训20万
人次。

我省举行职业教育专题报告会

为学生多路径成才
搭建“立交桥”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蔡锋
实习生林诗婷）近日，国家发改委下达
我省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2014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用于支
持琼海市中等职业学校、屯昌县中等
职业技术学校、临高县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教学实训设施建设，建筑面积1.2
万平方米。

据统计，“十二五”以来，国家累计投
入我省1.6亿元用于支持海南省机电工
程学校、海南省高级技工学校、海南省经
济技术学校等17所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建设，累计建设教学楼、实训楼、学生宿
舍等8.7988万平方米，购置2261套教
学实训设备，极大地提高了我省中等职
业教育的水平。

国家拨款3000万
支持我省中职教育发展

本报海口7月10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成
晓 实习生林诗婷）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调查
资料显示：上半年，我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
上涨2.6%，其中城市上涨2.4%，农村上涨3.0%。

上半年，八大类中除了烟酒价格下降1.7%外，
其他类均有不同程度上涨。食品价格上涨3.4%，
衣着价格上涨1.1%，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价
格上涨 1.4%，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价格上涨
2.7%，交通和通信价格上涨1.3%，娱乐教育文化
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2%，居住价格上涨4.0%。

食品方面，粮食价格上涨2.8% ，肉禽及其制
品价格上涨0.8%（其中猪肉价格下降1.7%），鲜
菜价格上涨6.5%，水产品价格上涨4.7%，鲜果价
格上涨15.8%，蛋价格上涨1.8%。

据测算，上半年2.6%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同比涨幅中，新涨价因素约为0.3个百分点，翘尾
因素约为2.3个百分点。

上半年我省CPI
同比上涨2.6%

7月10日下午，一位农民在为葛根修剪藤蔓。
据介绍，临高县东英镇高秀村常年缺水，农民靠种植甘

蔗、纸浆林等经济效益差的作物，收入低，生活困难。今年2
月份，镇政府筹资15万元，帮助农户从广西引进葛根种苗试
种，目前长势旺盛。预计年产葛根50吨，按8000元/吨计算，

年底可望能收入40万元。现在还未到收获季节，已被收购商
抢先签订了购销合同。

葛根具有成本低、产量高、收效快、易管理等优势，是药食
两用植物。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陈家良 摄

引种葛根 旱村“生金”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省文
体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敲诈和假
新闻的案件线索举报。我们郑重承诺：严守
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定期通报
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执
法总队）、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箱：
hnx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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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事 图 说

今年首轮中央巡视已进入收尾阶
段，巡视组反馈意见已经陆续公布。面
对这些公开的“巡视清单”，各界都关心
巡视组到底查出了什么“毛病”，更关心
这些“毛病”如何得到有效的“治疗”。

梳理中央巡视组已经公布的 20 余
份“巡视清单”可以发现，工程建设、矿产
资源、土地转让等仍是腐败的“高发区”
和“重灾区”。在这20余份“巡视清单”
中，17个地区中有13个地区都不同程度
地存在上述问题，这还不包括其他被巡
视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此次巡视组还多
次提到“跑官要官”“拉票跑要”等问题，
无疑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权力“出笼”的
必然结果。

应该看到，任何领域并非天然就具
有腐败的基因，并非天然就是腐败的高
发区。腐败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
权力失控密切相关。正如不少人所指
出的，由于工程建设、矿产资源、土地转
让等涉及的资金量较大、利润丰厚，如
果权力又不能得到有效约束，自然容易
引发腐败，这已经被事实多次证明。

“巡视清单”上的这些问题，自会得
到有效处置。梳理这些问题，重点关注
腐败易发高发领域，进而紧盯这些“重灾
区”，有效预防腐败发生，既是中央开展
巡视的根本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迫切
愿望。

这些年来，“项目起来，干部倒下”
屡屡发生。人们戏称，公路修到哪里，
哪里的交通厅长就倒下；基建建到哪
里，哪里的基建处长就倒下。更有甚

者，一些地方还出现同一岗位的多任官
员接连倒下的现象。必须针对这些领
域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建立起公平、
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铲除容易引发
腐败的土壤。

另一方面，加强对权力的规范和约
束非常重要。建立起明晰科学的权力清
单，就能明确权力的边界；完善惩罚措
施，加大惩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才能
强化惩戒的作用；加强权力监督，让权力
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运行，才能有效防
范权力出笼。

作为领导干部，必须严格按照中央
要求，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于律
己”。珍视手中人民赋予的权力，坚持用
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任何
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让手中权

力为人民谋福祉。 （吕梦琦 李建平）

“巡视清单”警示“严以用权”

■ 正言

《人民日报》正在发起一项“身边的不文明行
为·聚焦宠物犬”的调查，欢迎读者结合亲身经
历和所见所闻，讲述日常生活中宠物犬“泛滥”
对小区居住环境、社会生活秩序造成的影响，并
就如何规范养犬行为各抒己见。

说起文明养狗话题，就海南而言，不妨先看
几则媒体报道：海口红河一号小区居民反映，随
着小区养狗人越来越多，电梯的味道越来越难
闻，不时就能看到电梯里有小狗的尿渍；海口长
康花园一名女童，被邻居家突然从屋里冲出来的
宠物狗咬伤，法院判犬主赔偿2800余元；海口绿
色佳园孕妇李女士乘电梯时，被一条1米多长的
大狗惊吓……

的确，虽然说狗是人类的朋友，能有效地帮
人们克服抑郁、纾解压力，对于不少养狗人来说
已亲如家人。但是部分养狗者对养狗权的失控，
譬如在公共场所任“朋友”大小便，不按规定给
狗儿拴犬链、戴嘴套甚至放任、驱使犬只惊吓他
人，以及随便遗弃宠物犬等行为，不仅严重干扰
了公共秩序、侵犯到了他人的正常权利，对于爱
犬、养狗群体而言，也是一次次的抹黑。

而这些行为，不仅导致了“海口市因被犬
只咬伤而去注射疫苗的人数，平均每月逾百
人”的痛心结果，也让于 2008 年 9 月 1 日起施
行的《海口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面临着“有法
难依”的窘境。不少养狗者对于法规规定的城
市建成区内“禁止饲养烈性犬、大型犬”，“每
户限养 1 只”，“携犬乘坐电梯的，应当采取为
犬只戴嘴套或者将犬只装入犬笼、犬袋等有效
的安全和卫生防护措施”等要求，或是不知情，
或是置若罔闻。当然，养狗乱象并非海南独
有，在不少地方，因狗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
媒体报道，在一些小区，因狗引发的矛盾已成
为继相邻权纠纷之后，影响邻里关系的第二大
主要矛盾。

爱狗还须先律己。要缓解这些矛盾、清除
这些乱象，无论是从法治层面的“硬约束”、还
是从德治层面的“软规则”出发，无论是面对

“狗仗人势”还是“人狗相欢”，都需要以公共利
益为依归，把握公民个体养狗私权的边界、牵好
养狗私权的绳索。也唯如此，我们对宠物的爱
心与责任心才能真正落到实处，狗儿们的权利
也才能真正得到呵护。

爱狗还请先律己

据中国之声电台报道，在沈阳市京
沈高速高花入口往东，有一座大院，四
周用红墙和绿水划界，被网友称作“土
豪大院”。去年10月，在辽宁省、沈阳
市纪委介入调查中，“土豪大院”被沈阳
铁西区认定为违规建设、违法用地。但
直至今日，大院不仅没有停工，而且亭
台楼阁已修缮完毕，主人也已经入住。

以“沈阳绿嘉泓舍农业观光项目”
为名立项，最终却建成了个人的别墅花
园，而且在有关部门认定其违法之后，
仍大干快上，不能不让公众对这座占地
面积约600亩的“土豪大院”的“水深几

许”充满了遐想。既困惑其既不种水果
蔬菜又不让外人进入，如何成了农业观
光项目；又困惑对这一民怨多多的违法
项目，为何有关部门的查处不见威力。

或许当地村民对于“土豪”的弟弟
在村中“村长书记一肩挑，挑啥呢，都挑
你们家去了”的抱怨一语中的。的确，
无论权力大如虎，还是小如蝇，只要其
跳出监管的笼子，便会张开大口、伸出
黑手，挑衅德治与法治的底线，对公共
秩序带来骚扰、对公共利益造成侵害。
这正是：

奉天城郊现土豪，乱占乱盖尽招摇。
媒体曝光担道义，村民网民齐吐槽。
怪哉半年难处理，是谁在当看家獒。

（文/乐南 图/美堂）

@人民日报：政策手段的个数不应该
少于政策目标的个数。减“婆婆”，要坚决
砍掉没必要的目标，坚决拒绝拍脑袋的决
策，不把官僚主义的长官意志强加给基
层，让基层治理者空出手来忙好民生与发
展的正经事。增“媳妇”，是在简政放权的

基础上，赋予基层治理者能办事、办成事
的尚方宝剑，敢办事、愿办事的激励机
制。唯此，治理的手段与目标才可匹配，
治理的权力与责任才相对称。

@经济日报：随着发达国家“再工
业化”政策不断加码，制造业的“智能
化”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更低廉
的发展中经济体对制造环节的吸引力
增强，全球制造业的竞争形势将更复

杂、更严峻。加快转型升级，用高新技
术武装“中国制造”，在全球制造业中塑
造新优势，才是持久之道。

@光明日报：与其让城管与摊贩长
年累月打街头“游击”，不如赋予其合法
身份，由政府出面引导他们有序经营。
有了法律撑腰，做生意既有利可图又方
便经营，还有哪个商贩会一天到晚和城
管玩“猫鼠”游戏？

■ 饶思锐

家长和社会都要明晰，选择职业教
育应该是学生对职业的向往与选择，而
不该是中学教育失败下的无奈之举，这
是多样化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

5 年来，海南省财政经费共投入 44
亿 元 支 持 中 职 学 校 发 展 ，年 均 增 长

32.8%，全省职业院校累计培养了 26 万
名毕业生，毕业生就业率连续7年高达
95%以上，建设了15所国家示范校，写就
了全国独领风骚的“海南职业教育现
象”。（详见7月10日本报头版）

海南省中职学校就业率连续7年逾
95%，学生练就过硬技能，实现人生出
彩，这一成绩值得称道。这一成绩的取
得，离不开省委、省政府对职业教育发
展的“重点支持、重点倾斜、重点发展”，
正是省委、省政府为职业教育发展灌注
了强大动力，其发展才步入了快车道。

职业教育的发展也离不开体制机制
的深化改革，离不开各层次各类型职业
教育模式的创新。当前，海南正在推动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尝试中职、高职、本
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有效衔接，着眼于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从而培养高素质劳动
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这一政策无疑为技
术性人才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但仅仅创造人人皆可成才的条件还
不够，还需营造人人能尽展其才的良好环
境。职业教育要得到更好的发展，就必须
要得到家长和社会的认可与支持，并大力
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
代风尚。社会上普遍对接受职业教育的
学生存在偏见或感知误差，认为接受职业
教育的学生都是成绩差、纪律差的“问题
孩子”，其实职业教育只是学生多元选择
的一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职业

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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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和社会都要明
晰，选择职业教育应该是学生对职业的向
往与选择，而不该是中学教育失败下的无
奈之举，这是多样化人才培养的重要途
径。而且，一些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对

“蓝领”的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白领”。
连续7年就业率逾95%就是企业认

可、社会认可的最好说明。我省广大职
业院校始终以服务发展、促进就业为办
学方向，通过帮助一个孩子，扶持一个

家庭，服务整个社会。一些学生毕业
后，成为市场的“抢手货”，既解决了个
人的就业问题，更帮助了家庭脱贫致
富；同时，他们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的新型工业、旅游业、热带高效农业等
行业中，奉献自己的专业技术本领，已
成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需要看到，虽然海南的职业教育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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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只有
不断提高办学质量，不断优化专业设
置，切实加强保障学生相关权益等，才
能让学生在享有人生出彩机会的同时，
赢得更出彩的可能。

职业教育为人生出彩创造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