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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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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福州7月31日电（记者曹
智、李大伟）盛夏八闽，山海澄碧。八一
建军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福建，亲
切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和双拥模范代表，

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向解放军指战员、
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
挚的问候和节日的祝贺。他强调，面对
新的形势任务，各级要深入贯彻强军目
标，扎实推进部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

准备，增强履行使命能力，坚决完成党和
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17年，长期关
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始终注重搞好
军政军民团结。 下转A02版▶

习近平看望慰问驻福建部队官兵时强调

扎实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
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

本报海口7月31日讯（记者周元）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罗保铭主持召开省
委常委会，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对周永
康立案审查情况的通报》，研究了《中共
海南省委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
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意见（代拟
稿）》等省委六届六次全会有关文件，并
决定将这些文件提交给8月1日召开的

省委六届六次全会审议通过。
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定之，省委副

书记李宪生，省委常委肖若海、许俊、陈
辞、马勇霞、李秀领、毛超峰、孙新阳出
席会议。省政协主席于迅，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符跃兰列席会议。

与会人员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周
永康立案审查的决定，坚决落实中央

从严管党治党的一系列措施。大家
认为，为官无论大小，只要触犯了党
纪国法，都必须受到严肃查处，决不
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殊
党员”。中央的正确决定，体现了我
们党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政治勇
气，彰显了我们党“治国必先治党、治
党务必从严”，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

底的坚定决心。海南省委将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的各项部署要求，在海南创
造风清气正、廉洁施政的政治生态，
为海南科学发展、绿色崛起提供最坚
强的政治保证。

按照省委安排，省委六届六次全会
会期一天，将审议通过《中共海南省委

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
和纪委监督责任的意见》、《中共海南省
委第六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决
议》、海南省纪委关于赵中社严重违纪
问题的审查报告等。

今天的常委会还书面传达了中共
中央关于谭力免职的通知、中央纪委关
于给予冀文林开除党籍处分的通知。

省委召开常委会表示

坚决拥护中央对周永康立案审查的决定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反腐决策部署

会议同时研究了将于今天召开的省委六届六次全会有关文件
罗保铭主持 蒋定之李宪生出席 于迅列席

挽住云河洗天青，
闽山闽水物华新。
小梅正吐黄金蕊，
老榕先掬碧玉心。
君驭南风冬亦暖，
我临东海情同深。
难得举城作一庆，
爱我人民爱我军。

1991年

军民情·七律
习近平

■ 本报记者 张谯星 实习生 周欣

44.2%、40.7%和39%，这是一组来
自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立案、结案及处分
的违纪人数同比增值。接近甚至超过
四成的增长率，彰显了我省以惩治腐败
的实际行动来正风肃纪的魄力和决心。

半年多前，在省委六届五次全会上，
海南深化改革、争创实践范例的号角嘹
亮吹响。省委就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精神、推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做
出了全面、具体的部署。省委书记罗保
铭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结合教育实践
活动，带头反对“四风”，带头整治“庸懒

散奢贪”，依法施政，高效施政，廉洁施
政，以过硬的作风抓好全面深化改革。

半年多来，我省各级党委（党组）、纪
委和相关职能部门勇于担当责任，在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守土有责、
守土负责、守土尽责，齐抓共管，动真碰
硬，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严明纪律，整治“四风”
党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只有进

行时，没有完成时，须臾不能放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按照中央的

部署要求，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等各项纪律， 下转A02版▶

我省以作风建设为重要抓手，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取得新成效

建改革新功 树琼岛清风

超强台风“威马逊”袭击海南,数万子弟兵驰援灾区——

风雨中,他们用身躯筑起绿色大坝 (见A02版)

据新华社北京７月３１日专电（记者杜宇）北京
市门头沟区潭柘寺镇等3675个镇列为全国重点镇，原
2004年公布的全国重点镇名单同时废止。这是记者
31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的。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全国重点镇是小城镇建设
发展的重点和龙头。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提高质
量、节约用地、体现特色等要求，在政策、土地及项目安
排上对全国重点镇建设发展予以扶持。

据了解，海南共有34个镇列为全国重点镇。

海南34个全国重点镇名单

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龙华区新坡镇，琼山区红旗
镇，美兰区大致坡镇；琼海市博鳌镇、潭门镇、长坡镇；
儋州市白马井镇、中和镇；文昌市会文镇、锦山镇、铺前
镇；万宁市龙滚镇、和乐镇、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东方
市东河镇、感城镇；定安县新竹镇、翰林镇；澄迈县瑞溪
镇、永发镇、福山镇；临高县新盈镇、调楼镇；白沙黎族
自治县牙叉镇、邦溪镇；昌江黎族自治县乌烈镇；乐东
黎族自治县抱由镇、黄流镇、尖峰镇；陵水黎族自治县
新村镇、英州镇；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

我省34个镇
列为全国重点镇

■ 浪淘沙

7月30日，在面对省总工会的慰问人员时，抗
灾英雄邓育军的妻子利友香拿出2.05万元欲捐灾
区。而7月28日，因抗灾牺牲的东昌农场综治办
副主任梁统安的妻子王英丽，捐出2万元帮助更
困难的人。（分别详见本报7月31日A03版、7月
29日A05版）

两个普通而不幸的家庭，在顶梁柱倒下后，两
位坚毅的女主人几乎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向社会
传递关爱。她们家境困难，养家担子很重。但是，
她们不向组织、政府伸手提条件，而是想着他人，
想着给政府、单位减轻负担。这两个平凡羸弱的
女人，书写了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字。

利友香、王英丽的捐赠，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人间
的真善美，照出了人性的光辉。面对这面镜子，我们
不妨扪心自问，自己的生活或许比她们优越，但思想
境界是不是落差很大？面对利益，我们的私心杂念重
不重？面对困难，我们是否可以真正做到守望相助？

凡人很普通，但凡人善举却弥足珍贵。面对
利友香、王英丽，我们除了收获感动，更应得到心
灵的洗礼。

特殊捐赠是面镜子

本报海口7月31日讯（记者周元）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今天下
午，省委书记罗保铭率省拥军慰问第一
团来到武警海南省总队，与广大驻琼军
警部队官兵亲切座谈，并代表省委、省
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人民，向坚
守在战备执勤一线、为开展灾后重建和
恢复生产无私奉献的广大官兵致以节
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罗保铭表示，驻琼武警和公安现役
部队肩负着维护海南社会稳定、处置突
发事件和承担重大活动安保的光荣使
命。多年来，坚决按照中央和省委的决
策部署，服从服务大局，践行爱民宗旨，
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
献的精神，在完成军政训练任务的同时，
积极投身国际旅游岛建设，在博鳌亚洲
论坛年会等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抢险
救灾、打击犯罪、维护稳定、重点工程、扶
贫济困、海上维权执法等急难险重任务
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愧为
一支政治可靠、地方倚重、人民信任的忠
诚之师、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罗保铭说，在抗击超强台风“威马
逊”的行动中，广大官兵视灾情为命令，视
灾区为战场，主动请缨，全力以赴投入抢
险救灾，最大程度维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忠诚履行使命的英雄本色。
他指出，现在，海南正处在科学发

展、深化改革、绿色崛起的关键时刻，全
省上下正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
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实现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这个目标，统筹兼顾，综合发
力。“当前重中之重是做好灾后重建和恢
复生产，尽快还我们受灾群众一个安全
舒适的家园。”罗保铭强调，海南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驻琼军警部队的大力
支持，希望广大驻琼军警部队进一步提
高处突维稳、服务人民和维护国家安全
的能力水平，再接再厉、再建新功。省
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把支持国防和
军警部队建设作为义不容辞的政治责
任，大力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

传统，推动军警地融合式发展，为部队各
项建设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更好服务。

慰问团副团长、省委副书记李宪生，
以及省委常委陈辞、毛超峰、孙新阳，省
长助理、省公安厅厅长李富林，文昌市
委、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民
政厅主要负责人等慰问团成员参加了座
谈。武警海南省总队司令员孙建锋少
将、政委戴金益少将，武警海南省边防总
队政委刘守跃少将，以及武警海南省消
防总队、省海警总队、省公安厅警卫局等
主要负责人先后在座谈会上发言。

在发言中，与会部队领导分别介绍
了各部队建设情况，参与海南经济社会
发展各项工作和此次抢险救灾的情
况。大家一致表示，在全省灾后重建任

务异常艰巨繁重之时，罗保铭书记从百
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率慰问团专程到
武警总队慰问，带来了省委、省政府和
全省人民对驻琼军警官兵的亲切关怀
和特别厚爱，大家倍感温暖，倍受鼓
舞。广大驻琼军警官兵将坚决按照习
主席“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的要求，在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一如既往发扬拥政爱民、服务人
民的优良传统，为推动海南科学发展、
绿色崛起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海口7月31日讯（记者彭青
林）7月30日，省拥军慰问第二团在海
南省军区召开座谈会，慰问省军区、南
海舰队航空兵部、榆林基地等部队官
兵，与部队代表共庆建军佳节、共叙鱼

水深情、共谋军地发展。慰问团团长、
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定之代表省委、省政
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向部队官兵致以节
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向所有参与抢
险救灾的部队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
兵预备役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省军区政委刘新少将、南海舰队副
司令员兼南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王长
江少将、91458部队司令员郭玉军少将
等部队首长与慰问团进行了座谈。

蒋定之说，10多天来，在抗击超强
台风“威马逊”的战斗中，广大部队官兵
视灾情为命令、视灾区为战场、视群众为
亲人，为保护灾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为运送急需的救援物资，下转A02版▶

（发言摘登见A03版）

罗保铭蒋定之分别率团慰问驻琼军警部队官兵

把支持部队建设作为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
大力发扬光荣传统推动军警地融合式发展

李宪生、刘新、王长江、郭玉军、李谷建、吴烈冲、孙建锋、戴金益、刘守跃出席

本报海口7月31日讯（记者张
惠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
政厅今日发布《关于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自
2015年1月1日起，全省执行统一的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
准，执行统一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待遇。

缴费标准全省统一
根据通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个人缴费标准：成年人每人每
年缴纳100元，未成年人每人每年缴
纳50元（三亚市按一档缴费的参保
人，执行全省统一的缴费标准；按二
档标准缴费的参保人，其个人缴费
标准暂时按该地区现行规定标准执
行，待条件成熟时逐步统一标准）。

重度残疾人、低保对象、低收入家
庭60周岁以上老年人和未成年人、无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城镇优抚对
象个人缴费部分财政全额补助；城镇
非重度残疾人参保所需个人缴费部分
财政补助50%。所需资金从市、县城
乡医疗救助资金中列支。

待遇全省统一
据了解，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待遇统一为：在一个年度内首次住院
（含门诊特殊疾病治疗）统筹基金起付
标准为：一级医院100元；二级医院
300元；三级医院350元。重度残疾
人、低保对象、低收入家庭60周岁以
上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下转A02版▶

城镇居民医保
明年起统一
全省城镇居民成人每人每年缴100
元，未成年人每人每年缴50元

■ 本报评论员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让我们向奋
战在抗风救灾一线的子弟兵致敬！海
南人民因为这样的一支队伍而自豪！

7月18日，41年一遇的超强台风袭
击海南。不同兵种符号、不同颜色军
装、不同建制部队的数万官兵，纷纷奔
赴灾区，勾画出一幅感人肺腑的“千军
万马抗风图”。

在抗风救灾现场，广大官兵不怕牺
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哪里有险情，哪
里就有迎风飘扬的军旗，哪里就有奋不顾
身的战士。广大官兵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诚履行使命的英
雄本色，他们永远是新时期最可爱的人。

军民同心抗风救灾，又是军地军民融
合式发展的生动实践。海南驻军多，军种
多，军民比例高。长期以来，驻琼军警部队
把海南当作第二故乡，在安全保卫、抢险
救灾、维稳处突以及助力地方建设发展等
方面主动担当，多次完成急难险重任务，
成为万千群众的“守护神”；海南各级党
委、政府始终把支持国防和部队建设作为
重大职责，尽最大能力保障国防建设用
地、安置军转干部、落实优抚政策，军地双
方结下了鱼水深情。海南贯彻落实习总书
记视察海南重要讲话精神，提出在军地军

民融合式发展方面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践范例。面对超强台风的考验，海南人
民和广大官兵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救
灾部队与政府实现力量融合、资源融合、信
息融合，提高救灾效益，交出了一份军地
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生动答卷。这也再
次证明，融合力量大，融合出成效，海南军
警地融合式发展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和中国军队经历的任何一次人民战
争一样，在抗风救灾的战场上，全省人民
也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子弟兵的鱼水深
情。在灾区现场，随处可以看到军民挽

手并肩、共御天灾的感人场景。在灾后
重建任务异常艰巨繁重之时，省委书记
罗保铭、省长蒋定之分别率团慰问驻琼
军警官兵，带去了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
民对驻琼军警官兵的深情厚谊。军爱
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各级党委
政府要把支持国防和军警部队建设作为
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大力弘扬拥军优
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推动军警地融
合式发展，为部队各项建设创造良好条
件，提供更好服务，以实际行动为实现强
国强军伟大梦想作出不懈努力。

风雨同舟共谱军民连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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