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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版 海南新闻

本报海口8月11日讯（记者单憬
岗 曹健）海口梳理出省重点项目建设
中遭遇的207道难题，并着力解决因超
强台风“威马逊”导致的新难题，让市领
导通过调研加现场办公的方式来“答
题”，迄今已解答108道“考题”，促使该
市上半年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00亿元，
占年度计划的69.2%，同比增长65.3%。

“书记现场办公后，难题迎刃而
解。”海口保利房地产公司总监刘亦冰
高兴地说。4月下旬，省委常委、海口市
委书记陈辞到保利秀英港综合体项目

调研，针对项目遇到的控规编制、施工
便道等方面难题，当场要求相关部门逐
条限期解决。如今，控规编制即将公
示，施工便道已建好，项目进展顺利。

海口市从4月7日起连续开展“重
点项目走访月”，将省重点项目按“六个
一”责任模式进行责任分解，确保每个
省重点项目有1名副市长负总责。把
解难题作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的自选项目和干部转作风的重
要载体，由市领导带队深入一线，摸清
项目的进度和存在问题，解决阻碍项目

推进的规划编制、土地配给、审批效率、
资金落实、设施配套等问题。

“威马逊”让海口重点项目遭受重
大损失，68个重点项目共计损失13.5亿
元。对此，市领导高度关注。陈辞曾两
次过问海口高新区重点项目和企业恢
复生产情况，要求园区尽快帮助企业恢
复生产。截至8月2日，已有48个项目
恢复施工；其他项目将在8月底前恢复
施工。

海口市重点委主任陈昊旻手中有
两类表格：《海口市重点项目表》列出了

今年海口的61个省重点项目，这些项
目今年计划投资289亿元，同比提高
23%；《重点项目问题一览表》列出了省
重点项目遇到的207个难题，这是市里
深入调查后梳理出来的。

“多亏了市长协调，工程将全力保
障主体如期完工！”海口威立雅水务公
司总经理石立新说，他们负责的白沙
门污水处理厂一期升级改造工程如今
进度很快。因为6月初海口市市长倪
强来调研并现场办公，让项目及时拿
到了施工许可证；他还当场与土建施

工方协调，要求后者按期保质保量完
成任务，确保工期，得到了后者认真贯
彻执行。

陈昊旻的两类表格是动态的。前
者按月标出重点项目投资进度，后者则
以“已解决”和“落实中”分别对每个难
题进行标注。随着市领导的“答题”进
度，“已解决”事项越来越多；项目投资
比例也相应迅速提高。

“我们将把这样的调研持续下去并
制度化，不但要解决余下的99个问题，
还要及时解决产生的新问题！”倪强说。

海口梳理出重点项目207个难题，领导现场办公逐一解决

为项目“找题”下一线“答题”

■ 本报记者 张谯星 实习生 周欣

记者今天从省纪委监察厅获悉，省
纪委监察厅通报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
省委省政府二十条规定精神的十起典型
案例。

一、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裕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朝阳违规操
办婚宴问题。2014年5月26日，海口

市琼山区云龙镇云裕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王朝阳在未向有关部门申
请备案情况下，为其儿子王坤操办婚宴，
邀请村镇干部和亲戚朋友共16桌，共收
取礼金5000元人民币。2014年7月9
日，海口市琼山区纪委给予王朝阳党内
警告处分。

二、定安县龙河镇党委书记许声耀等
违规公款发放月饼问题。 下转A07版▶

省纪委监察厅联合本报今起开辟《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曝光台》专栏

十起典型案例点名道姓曝光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秦刚11日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于16日出席在南京举行的第二届夏

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秦刚说，应习近平主席邀请，布隆迪

总统恩库伦齐扎、斐济总统奈拉蒂考、马尔

代夫总统亚明、黑山总统武亚诺维奇、新
加坡总统陈庆炎、瓦努阿图总理纳图曼
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将出席开幕式。

习近平将出席青奥会开幕式

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8月1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致电几内亚总
统阿尔法·孔戴、塞拉利昂总统欧内斯
特·巴伊·科罗马、利比里亚总统埃伦·

约翰逊－瑟利夫，对三国近期爆发埃博
拉疫情造成重大人员和经济损失表示
慰问，并赞赏三国政府全力以赴抗击疫
情所做的努力。

习近平强调，面对埃博拉疫情，中方呼
吁国际社会积极行动起来，向疫区国家紧
急提供援助，携手支援疫区人民共渡难关，
战胜疫情，早日恢复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

习近平就埃博拉疫情
致电三国总统表示慰问

编者按 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二十条规定精神，持续纠正“四
风”和整治“庸懒散奢贪”，坚持抓早抓小，常抓不懈，向社会释放违纪必究、执纪必严
的强烈信号，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二十条规定精神问题形成持续不断
的高压态势和威慑力，省纪委监察厅联合海南日报开辟《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
问题曝光台》专栏，从2014年8月12日起，定期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二
十条规定精神典型案例点名道姓进行通报曝光。

本报海口8月11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张
林）记者今天从省文化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办公室获悉，
《海南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经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并报中
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文
化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办公室）批准实施，标志着我省新
一轮文化体制改革正式拉开帷幕。

据介绍，方案是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和《中共海南省委关
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的实施意见》精神制定的。

方案明确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要求，提出了六大重点改革任务，包括：加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省域
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
体系、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构建国际文化
交流重要平台。 下转A08版▶

我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实施方案获准实施
标志着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正式拉开帷幕

本报海口8月11日讯（记者郭景
水 特约记者韩小雨 实习生李艳）记
者今天从省教育厅获悉，目前，我省已
经全面免除了义务教育和中等职业教
育学生的学费，同时，我省还建立健全
了“奖、贷、助、补、免”等措施构成的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实现了学前
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中等职
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五个阶段各级各
类学校学生资助体系的全覆盖。

针对学前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

的幼儿、孤儿和残疾幼儿，资助标准是
每人每年750元。在义务教育免收学
费的同时还实行“两免一补”政策（义
务教育“两免一补”即免除义务教育阶
段中小学生杂费、免费为公办学校义
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提供教科书、补助
公办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
寄宿生生活费），其中家庭经济困难寄
宿生生活费资助的标准是小学每人每
年 1000 元，初中每人每年 1250 元。
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中学生，

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1500元。
中等职业教育在免除全日制所有

在校生学费的同时，还免除涉农专业
一、二年级住宿费和教材费，对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的补助标准是每人每年
1500元。对于高等教育阶段学生实施
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分两档：贫困每
人每年2500元，特别贫困每人每年
3500元。针对高等教育阶段学生的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贷款额度是每人每
年8000元， 下转A03版▶

我省建立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覆盖资助体系”

贫困学生入学 学费不用愁

■ 吾思齐

我省首部公共场所外文标识语“范本”——
《海南国际旅游岛公共场所标识语》对照手册已经
编制完成，将无偿提供给有关部门、行业协会、企
业等（见本报8月11日A01版）。

为什么编这本手册？我省是旅游大省，每天
游客云集，但令人尴尬的是，一些旅游景点、公共
场所等中外文结合的标识语，存在大量翻译不正
确、不规范以及滥译的现象，这显然与国际旅游岛
建设的要求极不相称。如果我们连这个最基本的

“窗口”都不能规范好，国际旅游岛建设显然就会
沦为一句空话。其实，何止外文标识混乱。在一
些公共场所，就连中文拼音标识也让人“雾里看
花”，不知所云。

现在，终于有了外文标识语“范本”可循。此
事不大，意义却不小，它传递着一种理念，社会要
有规范意识。有了规范意识，细节才不会被忽略，
工作才会做得更精致更完美。

规范意识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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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椰林8月11日电（记者程范淦 林容宇 通
讯员陈思国）今晚，海南省第五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开幕。在4天时间内，来自全
省17个代表团、1100多名运动员将参加珍珠球、独竹
漂、龙舟、武术等12个大项、54个小项的角逐。

晚上8时，民运会在位于陵河河畔的雅居乐体育
馆举行隆重开幕式。在欢快的音乐声中，护旗班、先导
队率先入场，裁判员方阵和来自14个市县、3个大专
院校的代表团紧随，迈着矫健的步伐入场。

副省长陈志荣宣布运动会开幕。陵水黎族自治县
县委书记王雄、省民宗委主任黄明荣分别致欢迎辞和
开幕辞，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副司长钟廷雄宣读国家
民委给本届民运会发来的贺电。

本届民运会由省政府主办，省民宗委、省文体厅、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承办，共历时4天。

我省第五届民运会
陵水开幕

B02版 中国新闻

B03版 世界新闻

认真贯彻全会精神 坚决落实“两个责任”

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

联动查“双节”合力纠“四风”
（A02版)

8月11日，在澄迈县桥头镇新兴港的海滩上，30多个打捞上岸的深水网箱
连成一大片，澄迈宝通亿利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工人们正在加紧抢修网箱。

目前，该合作社已有部分网箱在风灾后重新投入使用，喂养了数十万条金
鲳鱼。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网箱捞上岸
修复再下海

本报椰林8月11日电（记者程范
淦）传达学习省委六届六次全会精神，陵
水黎族自治县没有简单停留在会议上，
而是重在行动。该县日前结合典型案例
教育，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开刀。

该县日前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
议，要求全县各乡镇、各部门一定要对
当前严峻复杂的反腐败形势保持清醒
认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
省委最新部署上来。

今年以来，陵水结合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狠抓党风廉政作风
建设，查办并立案 30件，给予党纪政
纪处分44人，其中科级15人，开除党
籍 10人，行政开除 4人；在查办这些
案件中，陵水县公布了原县农综办主

任、县财政局党组成员王朝山非法转
让土地、行贿等 9 起、13 人违纪违法
案件。在学习贯彻省委六届六次全会
精神中，县委特别重视以案说法，警示
全县党员干部要清正廉洁，恪尽职守，
守土有责。

在此基础上，陵水日前又安排部
署了为期半年的整治“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专项行动，对门难进、脸难
看、话难听、事难办的行为开刀，对人
浮于事、庸碌无为的行为开刀，着重解
决影响发展环境的难点问题、影响机
关效能和服务水平的重点问题。解决
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
步密切干群关系、优化发展环境、凝聚
发展合力。

陵水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

■ 本报记者 侯小健
通讯员 许艳军 林志鸿

今天上午10时，海南龙马矿业有
限公司所属的文昌光伏玻璃砂加工厂
厂区鞭炮齐鸣，沉寂多日的车间又响起
了轰鸣的机器声，该厂正式恢复生产。

“此次抗击‘威马逊’，从开展自
救到恢复生产，仅用了24天，比原计
划提前了20天，可以说创造了‘龙马
速度’，这是该公司员工齐心协力，争
分夺秒抗灾自救的结果。”龙马矿业
公司主管部门——省地质局局长李
海忠对公司快速复产表示肯定。

记者今天在厂区内看到，灾毁的
大型厂房房顶已修复，车间筛分、擦
洗、选矿等设备正常运行，一批批褐
色的原矿砂通过多道流水线加工，变
成了精白的光伏玻璃砂。

“如生产正常，一天可产1000吨
光伏玻璃砂。”龙马矿业公司董事长
秦耀宇说。

光伏玻璃砂加工厂具备年产26
万吨超白光伏玻璃砂的能力，是国内
规模最大的光伏玻璃砂生产线，被列
为2012年省重点建设项目。

“在超强台风“威马逊”中，我们
公司深受重创。”龙马公司副总经理

陈成说。
据了解，因强风肆虐，厂区屋顶

被掀，钢梁折断，房屋倒塌，围墙受
损，树木被毁，设备被砸，供电专线倒
断，部分设备被水浸泡，风灾损失约
4000万元。

“公司停产一天，意味着至少损
失50万元。我们要尽快开展生产自
救，一天也不能耽搁！”秦耀宇态度十
分坚决。

7月19日，李海忠率队赴该公司
实地了解灾情，慰问一线员工，指导
生产自救。 下转A07版▶

(更多报道见A05、A06版)

130多员工加班加点抢修设备，24天恢复生产

龙马矿业复产创“龙马速度”

本报那大8月11日电（记者易宗
平 特约记者谢振安 通讯员张琳）加强
电子政务和电子监察建设，2015年底前
实现市级行政审批事项网上申报和办理
率在90%以上，全流程网上审批率在
60%以上。这是记者今天从儋州市委十
一届六次全会上获悉的。

今天，儋州市委第十一届六次全会
传达学习了省委六届六次全会精神，并
讨论通过了该市“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实施
意见”，确立了“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
等”的原则和“确责、履责、问责”的主
线。该实施意见根据中央和省委的要
求，从六个方面提出了31条措施，对儋
州各级党委和纪委履行“两个责任”作了

明确规定。
为了充分发挥现代科技在党风廉政

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儋州“三管齐下”推
行电子政务：一是依托省电子政务服务
平台，加快建设该市统一的网上政务服
务大厅，形成覆盖市、镇、村三级，线上线
下并行的行政便民服务网络。二是依托
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筹建全市统一规
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和电子信息系
统，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尤其提出建立交易主体信用档案和

“黑名单”制度。三是推行公开承诺、公
开述职、民主评议、听证质询等制度，推
动权力在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全程留痕，
做到可视、可控、可查、可纠，从而压缩暗
箱操作和权力滥用私用的空间。

儋州织密“e网”反腐倡廉

学生只要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经
过当地村（居）委会盖章确认，学校公
示无异议的，即可获得相应资助：

低保户 孤儿 残疾
父母一方或
双方丧失劳
动能力

单亲
家庭

家庭
经济
困难

制图/杨薇

海口整改
三江“问题井盖”
涉事单位及人员被列入“黑名单”

为薄薄几张个人信息安个“家”

全国档案保管
收费数十亿元

伊拉克两“马”争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