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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
更多报道见A04—A06

导读

A08版 海南新闻

B03版 世界新闻

B04版 世界新闻

据中新社电（中新社记者杨旭 王
辛莉）中共海南省委六届六次全体会议
8月1日在海口举行。海南省委书记罗
保铭在分组讨论会上发言时告诫官员
说，“红包就是炸弹，定时炸弹，何时引
爆，在行贿人手里！”

在当天的全体会议上，通报了中共
中央《关于谭力免职的通知》、中纪委
《关于给予冀文林开除党籍处分的通
知》，播放了廉政教育警示纪录片，片中
近年因贪腐而落马的五位厅级官员分
别以“生不如死”、“聪明反被聪明误”等
表达东窗事发后的心态和忏悔。这些

官员称从开始时接收茶叶等小礼品到
逢年过节收受红包，直至被拖下水，“温
水煮青蛙”式地中了糖衣炮弹。

罗保铭说，贪是万恶之源，官员要
遏制贪念，否则害了自己、害了家庭，要
为亲人着想，无人性何谈党性。“道理都
明白，但（有的人）定力不足。千万不能
放纵私欲，要讲道德和公德。”他告诫官
员：“别走那一步！”

罗保铭称，反腐要扎好制度的笼
子，要解决好个人价值观问题。为官一
方，造福群众，才是好官。

谈及今年7月18日海南遭强台风

“威马逊”重创，罗保铭回顾，当得知40
多年未遇的强台风“威马逊”可能登陆
文昌市翁田镇的信息后，自己坐立不
安，随后马上打电话给文昌市委书记裴
成敏，要求将翁田镇周边25公里范围
内居住在瓦房、危房和低洼地区的18
万群众全部撤离。

据了解，文昌市用3个多小时时
间，完成了大转移。随后，其他市县也
迅速行动，全省共转移38万人。此举
最大限度减少了人员伤亡。

罗保铭坦言，“若群众转移工作不
力带来重大伤亡，我们内心负疚，受到

谴责，日子能好过吗？”
中共十八大以来，海南省纪检监察

机关共立案 1070 件，党纪政纪处分
1274人，其中厅级10人，县处级91人。

当天的会议上，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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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意
见》根据海南实际情况，以解决问题、推
动工作为着力点，明确要坚定不移落实
好党委的主体责任，严格履行好纪委监
督责任，对“一把手”行使权力的制约监
督，完善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等意见措施，以惩处和遏制腐败。

省委书记罗保铭告诫官员莫伸手：

红包就是定时炸弹

本报讯（记者陈怡 通讯员廖增
梁）在今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
背景下，海南金融业依然保持较快发
展，上半年金融业实现增加值77亿
元，占GDP比重不断上升，带动全省
税收增长；存款余额突破6000亿元，
贷款余额突破5000亿元，信贷投放稳
定增长，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上半年金融业增加值
占GDP4.6%

上半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海南金融业主动适应国家宏观政
策的调整，最大限度减轻了金融形势复
杂多变对我省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
响，实现了金融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最能直接体现金融业发展水平的
金融业增加值，上半年实现77亿元，
占GDP比重约为4.6%，较去年同期
提高约0.5个百分点；占第三产业比
重约为9.55%。上缴税收16.83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4.5亿元，金融业对

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显著提高。
今年，海南将陆续增加许多金融

机构，兴业银行海口分行上半年已开
业，进驻我省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
行达7家。进出口银行省分行、华夏
银行海口分行有望年内入驻，这将助
推我省金融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组织结构的完善，不仅是量的增
加，也是质的提升。截至6月末，全省银
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后利润67.45亿
元，同比增长15.58%； 下转A04版▶

我省金融业保持较快发展，上半年实现增加值77亿元

为实体经济持续“输血”

■ 本报编辑部

世界上有一种东西，会让我们不由
自主地敬畏，心悦诚服地追求。这就是
人类崇高的精神、品格和道德。

这种崇高的精神、品格和道德，我
们并不陌生，并不罕见。就在不久前，
在超强台风“威马逊”肆虐海南的时候，
我们就无数次见到了这样的精神闪光：
风雨大作危险来临的时刻，那一个个救
人的身影；树倒屋倾一片废墟中，那一
群群劳累的身躯；救助灾区的捐款箱
里，那一张张见证爱心的钱币……这一
切，都让我们敬佩，让我们感动。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世界上有两
种东西最能深深地震撼我们的心灵：一
是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

崇高的道德准则。
道德准则之所以震撼人们的心灵，

是因为它是人性的高贵体现，是人类追
求真善美，讲究和谐相处的根本之道，也
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恪守道
德准则，可以让人类文明、平等、有序地
相处。人人向善，则人人向好。在人类
的历史上，道德准则如同光辉太阳，照耀
着全社会，指引着人类不断前行。

历史进入 21 世纪，当今社会的状
况，已与千年前、百年前截然不同。但
恪守道德准则，仍适用于每一个人，仍
是每一个人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对每一个人而言，恪守什么样的道
德准则，是由其价值观决定的。从本质
上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他就
会奉行什么样的道德准则。所以，弘扬

什么样的价值观，倡导什么样的价值取
向，对国家、社会和个人极其重要。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是党中央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这 24 个字字字珠玑，精辟地概括
了当今中国的价值目标、取向和准则，
为我们明确了价值观的取向。它符合
人类发展的方向，适应社会潮流的变
化，回应人性张扬的要求，是指引我们
实现国家民主富强、追求幸福生活、复
兴中华民族的强大思想武器。积极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是使
我们的国家更强大、人民更有信仰、社
会更加和谐的有力手段。

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实现宏伟的
发展目标，不是仅仅靠经济发展就能实

现的。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人，失去对国
家、民族前途的关注，失去精神信仰，失
去对真善美的追求，失去为善的爱心，
失去见义勇为的勇气，那么即使实现了
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只能是造就一个物
欲横流、精神空虚、罪恶横行的社会。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决不会幸福快乐。
相反，如果人人保持崇高的精神追求，
崇尚高尚的品德，追求国家富强民主、
文明法治，追求个体自由平等、诚信友
善，这样的社会一定会是人人安居乐业
的幸福家园。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着力实现绿
色发展、绿色崛起，需要大力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下转A02版▶

(“点赞海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报道见A03版)

弘扬榜样精神 倡导美好追求
——写在“点赞海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型系列报道推出之际

本报八所8月 5日电 （记者杨勇
特约记者高智 通讯员符才丽）“从过去
被迫把土地留在手里撂荒，到现在敢于
主动流转出去，是土地确权给老百姓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今天上午，和土
地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东方市新龙镇下
通天村村民周豪平，手里拿着土地面积
认定准确、四至坐标计算精准的“红本
本”晃来晃去笑得很开心。

“土地确权工作是确保土地更好流
转的重要基础。”下通天村委会主任邢
亚平说，以前周豪平和其他群众手里的
海边沙地，因没有水源灌溉多被荒弃。
此外由于土地细碎化，即使土地被利用
起来，出产率也很低。

“今年底，东方市将基本完成农村土
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东方市农业局局
长王兴壮说，截至8月4日，东方市财政
已累计拨付专项资金3800万元，累计完
成测量面积66.4万亩，占第二轮土地调

查耕地面积的100.5%，完善开荒地面积
7.8万亩，并将11.5万亩集体耕地发包给
农户。目前，江边乡已率先全省其他乡
镇完成整乡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2012年3月，东方市委、市政府决
定在全市10个乡镇的15个村开展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试点工作，其
中新龙镇下通天村率先完成发证。同
年8月，东方市被农业部确定为我省唯
一的全国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
服务试点市。2013年3月，又被农业部

确定为100个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登记试点市县之一。

据介绍，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
权登记工作中，东方市严格坚持原土地
承包关系不变，承包户地块、面积相对
不变，二轮土地承包合同起止年限不
变；紧紧抓住“将95%以上的耕地发包
给农户”这一重点，把握好“完善二轮承
包关系，大稳定小调整”，“增人不增地、
减人不减地”的基本要求；坚持村民自
治，尊重群众意愿，推行“一村一策”、

“一户一代表”的灵活公开做法。
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里，承包户

的土地“四至明晰、坐标精准”，这给周
豪平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也给了这片
沙地新的生机。周豪平和其他群众将
自己的土地规模流转给西瓜种植大户，
既有了地租又能安心外出打工，挣上了

“双份钱”。
在农村土地确权颁证的同时，东方

市启用了一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管
理信息化系统，严格按农业部的技术规

程要求进行建档。
王兴壮说：“土地确权和管理引入

的精确勘测技术，让土地承包期伴随的
财产权利清清楚楚，也避免了日后农村
土地纠纷的发生。”

土地确权开启了新一轮农村改革
的闸门。

许多将颁证村庄的群众，也都尝到
了土地确权带来的甜头。

随着大广坝二期灌渠项目建成和
望溪水库除险加固后投入使用，位于新
龙镇的望溪田洋这片被撂荒的土地，又
焕发了勃勃生机。

如今，涉及龙北村60多户农户的270
多亩土地，都租给了育种大户左若军。

“每亩土地租金要700元左右。”左
若军说，农户除了能获得地租外，每年
两造育种季，100多名租地农户还能到
他的基地打工，每次一二十天，每天的
工钱有120元。 下转A04版▶

东方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已将11.5万亩集体耕地发包给农户

让“活”起来的土地生金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李关平 通讯员樊磊
陈炜森）今天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该厅制定了《海南
省公安厅群众举报暴力恐怖犯罪活动线索奖励办法
（试行）》，自即日起施行，发动群众举报涉恐涉暴线索。

《办法》列举了暴力恐怖犯罪活动线索的6种情
形：组织、策划、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煽动实施暴
力恐怖活动的；为暴力恐怖活动提供资金、作案工
具、场所等帮助和交通工具等便利条件的；非法制
造、经营、运输、邮寄、私藏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和管
制刀具的；非法制造、经营、传播、私藏暴力恐怖和
宗教极端宣传品的；其他涉嫌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
犯罪活动。

群众可通过向执勤民警举报、到公安机关举报，或
通过110报警电话、12110短信报警平台、“海南警方”
官方政务微信、微博新媒体平台、信件、电子邮件等方
式进行举报。对不愿实名举报的可请举报人自行设置
验证身份的6位数以内的阿拉伯数字组成的密码为代
码，以便日后核实身份，兑现奖励。

公安机关接到举报后，将认真受理、书面记录、及
时处理，并根据查证情况和其对防止暴力恐怖事件发
生、侦破暴力恐怖犯罪案件、抓获暴力恐怖犯罪嫌疑人
发挥的实际作用和效果，分级给予1000元至50万元
的现金奖励。公安机关将对群众举报情况严格保密，
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举报人。

省公安厅出台奖励办法

举报暴恐犯罪线索
最高奖50万元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郭景水 实习生李艳）
今天，省教育厅公布《关于开展义务教育学校学区制管
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
见稿》）提出：2014年秋季学期，优先在2013年已通过
国家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认定的市（区）启动学
区制试点工作。

《征求意见稿》同时明确：2015年秋季学期，在
2014年通过国家县域义务教育评估认定的县（区）滚
动开展学区制试点工作，待两批试点区域取得试点经
验后在全省全面推开。

《征求意见稿》提出，学区制学校管理模式按照名
校引领、相对就近、优势互补、分步推进的原则组建。
以优质学校为学区长学校，吸纳2～5所成员学校形成
一个学区，实施“捆绑式发展”。

在学区制的运行方面，建立学区校长联席会议制
度，建立学区教学研究与管理中心等。

学区教学研究与管理中心由学区内业务领导、学
科带头人、骨干教师、优秀教师组成。同时，可按学科
特点建立学科研究小组。学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负责
制订教学教研活动计划和方案，定期开展学区集体备
课、教育教学、教学研究、教师培训等活动，做到备课、
教学、教研、培训成果共享，整体提高学区教师教学能
力。学区内学校教师资源共享，学校间实行教师交流、
跨校兼课。

我省今年秋季学期试点学区制

学区内学校资源共享

虾塘消毒
生产自救

8月5日，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
荣山村，养虾村民正在抛洒药物为虾
塘消毒。

台风“威马逊”肆虐后，西秀镇
4200 多亩虾塘淡化，虾苗损失达
80%。虾农们第一时间开展自救，
区农林局也及时送来了市场紧俏的
药品。

本报记者 苏建强 通讯员 陈创淼 摄
■ 吾思齐

省政府办公厅8月4日下发有
关意见，鼓励我省小微企业吸纳高
校毕业生就业，同时还鼓励扶持毕
业生自主创业。（见本报昨日一版）

大学生就业，一直是社会关注
的热点、难点。如何运用政府之
手，以政策杠杆引导鼓励毕业生就
业，各地政府多有探索。此次我省
出台的政策，让人眼前一亮，令人
感到解渴。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
策针对性强，招招是硬货，含金量
十足，对奔波于就业市场的毕业生
来说，无疑是场“及时雨”。

小微企业吸纳毕业生就业，政
府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小额担保贷
款支持。这些措施，是当前小微企
业发展最期盼的，必将激发小微企
业吸纳人才的积极性。与此同时，
政府还鼓励毕业生自主创业，如简
化工商注册登记、落实税收减免政
策、简化住所登记手续等等，无不
是千方百计尽一切可能为毕业生
创业营造良好的环境。

青年人创造力无限，给一个支
点、平台，也许他们就会开创一片
新天地。政府支持毕业生就业，就
应多出真招实招。

扶持大学生就业
就应多出实招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单憬岗）
今天下午召开的海口市灾后重建指挥
部第二次全体会议透露，由于全市积极
开展救灾救助工作，海口城乡已于今天
下午全面恢复供水供电，海口市工作重
心即日起从救灾救助全面转入灾后重
建和恢复生产。

会议对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工作
进行再部署、再明细，提出八项重点
工作任务：全面恢复灾后重建和生产
自救；加强灾后基础设施的检查修
复；尽快启动灾后农村倒损房屋的修
复重建；做好农业生产以及产业恢复
工作，特别是园区工业产业、重点项
目、服务业和旅游景区要尽快恢复生
产或营业；抓好灾后卫生防疫；恢复
市政设施和市容市貌；继续做好灾后
市场供应；继续抓好社会治安，保持
社会稳定。

会议要求，要根据这次台风中暴露
出来的薄弱环节，进一步完善海口防灾
救灾指挥体系。要完善三防应急预
案，强化应急物资的收储和管理。灾后
恢复重建要把握好时间节点，稳扎稳
打、步步推进。要确保受灾群众2015
年春节前全部回迁入住。

海口全面恢复
供水供电

东方已累计为2670个农户完善了流转合同，累计发布320宗、9.31万亩土地寻租信息
促成120宗、3.53万亩土地流转，土地平均租金每亩每年500元左右

今年底，东方市将基本完成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东方市已累计拨付专项资金3800万元，完成测量面积66.4万亩
完善开荒地面积7.8万亩，将11.5万亩集体耕地发包给农户

截至8月4日

2012年至今

制图/张昕

三亚救援队员徒步
挺进重灾区

日本发表《防卫白皮书》

我国防部：坚决反对，
将适时作出反应

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72小时停火协议

“护刃”结束
以军撤出加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