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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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x-
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公 告

本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涂明
捷）近日，省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组织
我省各领域高层次人才共15人赴黑龙江、
吉林两省开展休假疗养活动。

据了解，活动旨在传递和体现省委、
省政府对高层次人才的关心爱护，让高
层次人才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能够充
分休养、调节身心。参加此次休假疗养
活动的高层次人才悉数获得过省部级以

上人才奖励或荣誉称号，均为在我省相
关行业领域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典型
代表，为加快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作出
了突出贡献。

省人才办负责人介绍，《海南省委省
政府直接联系重点专家办法》等相关人
才激励政策，省人才办自2006年至今已
先后组织了8个批次共100多名高层次
人才赴省外休假疗养。

我省组织高层次人才
赴省外休假疗养

本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王建
浩）近日，我省组织人事部门人才工作
研讨班在海口举办。各市县党委组织
部、省直有关单位、部分重点产业园区
等 100 多家单位共 140 多人参加研
讨。

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重要批示、重要
讲话和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做好新形
势下的人才工作，省委组织部专门从中
央组织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广东省
委组织部等单位邀请人才工作领域的业
务领导和权威专家，分别从深刻理解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深化改
革背景下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发达
地区人才工作成功实践等方面进行了深
入解读。

与会代表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
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就做好新形势下的
人才工作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建议。大
家普遍认为，通过研讨，进一步深化了对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理解，加
深了对人才工作形势的认识和把握，明
确了做好当前人才工作的努力方向和着
力点，更加坚定了推进人才工作改革发
展的信心和决心。

我省举办人才工作研讨班

做好新形势下人才工作

本报海口8月24日讯（记者陈蔚
林 实习生张林）记者今天从共青团海
口市美兰区委获悉，家乡在文昌市的

“海南省优秀青年志愿者”称号获得
者魏成庆，日前在深圳市区见义勇
为，在被刀具刺伤的情况下只身制服
了两名小偷，获社会盛赞。

8月 20号下午，深圳市福田区中
信广场人潮涌动，在深圳工作的魏成

庆在等待393路公交车。车门打开，车
内响起一声大喊“抓小偷”，一名男子
神色慌张地从后侧车门跑下。魏成庆
想也没想，一个箭步冲上前，拉住男子
的双手，将他按倒在地。没想到，该男
子还有一名同伙，从魏成庆身后挥舞
着20厘米长的军用刀向他袭来。魏成
庆挥手一挡，顿时鲜血直流。曾在吉
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接受专业训练的

他深知，此时退缩会让自己和周围群
众都身陷险境，于是忍痛上前，夺下另
一名歹徒的刀具，并同样将其制服在
地。

八月的深圳，太阳依旧炙热，魏成庆
的汗水和鲜血顺着手臂一起往下流。而
他却紧紧压着两名小偷，直至警察到来
才只身前往医院就医。“还好伤口不算
大，只缝了三针。”事后，魏成庆自行支付

了所有医疗费用。随行的警察劝他申请
见义勇为奖章，魏成庆婉拒。

魏成庆从大学时期就组建志愿团
队，利用周末开展志愿活动。大学毕业
后，他放弃在广东的工作，回海南加入

“海南中西部计划志愿者”行动，服务中
西部地区，先后荣获2011年海口市优秀
青年志愿者、2013年海南省优秀青年志
愿者等荣誉。虽然目前他远在深圳工

作，但也在为遭受超强台风“威马逊”袭
击的家乡海南奔走募捐。

“有人骂我傻，还劝我小心遭人报
复。”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魏成庆
坦承有些后怕，但当被问起今后遇见
同样的事是否仍会挺身而出时，他却
坚定地说，“当然会！别人遇到困难，
怎能袖手旁观？况且，我还是一名共
产党员。”

海南好儿郎只身制服两小偷
我省优秀青年志愿者魏成庆鹏城见义勇为

8月17日，经过立面改造后的
定安龙湖风情小镇绽新颜。据了
解，龙湖风情小镇的定位是南北文
化交流基地、海南养生福地及新农
村建设的样板。目前该镇整个立面
改造工作已基本完工，现在正进行
迎宾大道两旁的人行道改造以及绿
化道建设，预计 9月中旬完工。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定安：
龙湖小镇绽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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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永冠

加强诚信建设，关键在于制度化。中央精神
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前不久发布了《关于推进诚
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勾画出推进诚信建设制
度化的目标任务和实现路径，为诚信建设制度化
指明了着力方向。

长期以来，诚信一直被划入道德的范畴，有
关部门希望通过教育和引导来加强社会诚信建
设，使人们养成诚信的美德。但在市场经济的浪
潮中，个人道德自律往往难以抵挡经济社会变迁
带来的种种冲击，失信行为仍然大量出现。

诚信建设离不开思想道德教育、社会舆论引
导、个人内心信念等因素，但缺乏强制力的道德
规范时常在社会生活中“失效”。因此，将道德的
柔性规范与制度的刚性约束结合起来，通过制度
化建设提升社会诚信意识，打造“诚信中国”，已
经成为社会共识。

制度规则决定行为倾向。如果每个“老赖”，
不但面临个人名誉扫地的风险，还有来自相关法
律法规的制约；如果每家背离诚信原则的企业，
不但面临社会舆论的批评，还会受到来自工商、
税务等部门的“特别惩罚”，那么失信行为的经济
成本将越来越高，敢于“以身犯险”的单位和个人
会越来越少。

《意见》的出台，是诚信建设制度化的重要
一步。下一步，如何把原则性的规定进一步细
化，考验着各地诚信建设的决心和智慧。建立
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完善诚信管理制
度，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建立诚信

“红黑榜”发布制度，是诚信建设制度化落实的
重要内容，也是“诚信中国”是否能够顺利实现
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近年来诚信建设的制度化进程不断
推进，也取得良好的效果。在国家层面，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规划将发布，集合金融、工商登记、税
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法等信用信息的统一
平台即将建立。在地方，各地也纷纷利用各种手
段，探索借助信用体系完善社会治理的新举措，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已经起步。用制度力
量为诚信建设保驾护航，把失信行为“关进制度
的笼子”，将形成有利于诚信建设的法治环境和
政策导向，让社会道德和法律法规共同护卫诚信
建设。只有这样，不愿失信、不能失信、不敢失信
的体制机制才能最终建立，打造“诚信中国”才有
可能实现。

用好制度刚性
打造“诚信中国”

■ 饶思锐

依法行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按
照行政程序来处理行政事务，只有程序
正义，才能实现完整的正义。如果为了
应付工作，为了追求所谓的“效率”，就无
视程序正义，公众的正当权利将得不到
合理保护，法律的尊严也将荡然无存

8月23日，儋州市东成镇高荣村委会
的村民反映，镇里制定的一份村里贫困人
员名单，穷的不在上面，家境相对好的却在
上面。该镇一党委副书记表示，上报上级
部门的期限紧，过了期限就没指标，村里讨
论不下，镇里先制定一份名单上报上去。
（详见8月24日《南国都市报》A09版）

“过了期限就没有指标”，东成镇以此
为由而炮制“自定义”贫困人员名单。为
帮助高荣村得到贫困指标，不惜“欺上瞒
下”，顶风违规，这样做看似有苦衷，是为
民着想，是“做大事者不拘泥于细节”，实
则是占位思维导向，“公家”便宜不占白不
占，生怕小集体吃一丁点亏。这种只顾局
部利益，而无视集体利益的想法和行为，

在任何时候都要不得。
无论东成镇为赶期限而上报虚假名

单的目的多么正当、初衷多么单纯，都不
能洗白其弄虚作假的事实。这种行为往
小了说，是工作态度不端正，工作作风不
严谨；往大了说就是公然行骗，与盗窃国
家财产者无异。这种“蚕食”国家财产的
行为虽不比“鲸吞”胃口大，但其危害丝
毫不亚于“鲸吞”。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东成镇的干部犯下的是毫厘必究的原则
问题。东成镇为保住贫困名额而煞费苦
心炮制“自定义”名单，这种做法违反了工
作原则，破坏了公平正义。为了守住“小
利”，而引发民众的强烈质疑和愤慨，进而
失去了民心、民信，更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可谓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因为患不均而让村干部为难，因为

患寡而让镇领导犯错，二者的根源都在
于没有以事实为准绳。贫困人员名单的
统计工作就应该实事求是，不应弄虚作
假，有则登记，无则空置，更不能不顾实
际情况，大搞名额分配。如果实际工作
中能够处处以事实为准绳，就不会因为
人情关系而让村干部犯难，更不会因为
工作期限而让镇领导犯错。

东成镇制定贫困人员名单，除了有违
公平正义，更不符合行政程序，其将法定
程序当成了摆设，让程序走了过场，不符
合法律规定。依法行政的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要按照行政程序来处理行政事务，只

有程序正义，才能实现完整的正义。如果
为了应付工作，为了追求所谓的“效率”，
就无视程序正义，公众的正当权利将得不
到合理保护，法律的尊严也将荡然无存。

在基层工作实践中，一些工作人员
很容易“结果导向”，动辄以上级命令、领
导意图为决策依据，而忽视程序细节，放
弃工作原则，甚至不惜铤而走险，跌入违
纪违规甚至违法的深渊。如果这些细节
问题得不到重视，人人都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得过且过，最终只会“踩线”演变

“踩雷”，酿成悲剧。只有在日常工作中，
尤其是涉及民生的工作中，让程序无懈
可击，让细节臻至完美，才能真正让群众
满意，才不会“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别让“小利”破坏程序公平正义

深圳莲花山邓小平雕像，四川广安
邓小平故居，来往的人们络绎不绝，人
们怀着崇敬之情深切缅怀这位伟人。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
平》，也让不少人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更引发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强烈共鸣。

30多年前，邓小平引领中国走上了
改革开放之路，在改变国家历史进程的
同时，也改变了无数普通中国人的命
运。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恰逢中
国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中央隆重纪念邓
小平同志，反映了党和人民对改革开放
的深切认同，更反映了社会各界对全面
深化改革的殷切期盼。

改革是一场革命，一旦发动就不能

停滞，更不能倒退。从小平同志的“南
方谈话”，到习近平总书记“改革不停
顿、开放不止步”的重要讲话，中国的改
革开放一直在路上，不懈怠，不停滞，更
不会倒退。

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机制细枝末
节的修补，而是对束缚中国发展的因素
进行体制根本性变革。皆大欢喜的改
革多已经完成，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
头，但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不断深
化。改革开放，这是不能背叛的历史使
命，也是不能改变的前行方向。

小平同志曾说过：“改革开放中许
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
出来的。”今天，我们推动改革深化，也
是因为改革直接关系到群众能否接受
更优质的教育，有更理想的工作，享受
更完善的社会保障，生活在更公正的司

法环境中，处于更公平的市场环境下，
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

作为生活在这个伟大时代的国家
公民中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是改革的
见证者和践行者，也是改革成功与否的

“评论员”。历经 30 余年，人们对那次
社会转折依然记忆深刻。在实践中形
成的改革共识和对改革的期盼，已经凝
聚为不可阻挡的民意洪流。这种“改革
之势”，正是国家和民族前行的动力。

纪念是为了更好地出发。邓小平
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今天，纪念他的最
好方式，就是将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坚
定不移走下去。改革开放的大潮浩浩
荡荡，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这是人民
的呼声，也是历史的选择。

（张宸 李建平）

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

@法制日报：湖南“夺妻占财”法官
被处理。此事无疑给那些游走在违纪
边缘的法官敲响警钟。同时，我们也需
注意，违纪法官办理的案件需要有个纠
错程序。案件后续如何能公正处理，需

对具体人员问责，还需法院内部有落实
相关法律规定的机制保障。

@新华视点：河南焦作白发老人抱
行动不便老伴过马路照片广为流传，令
不少网友落泪。至善之举激起千层浪花，
不少网友惊呼这就是“爱”。最让人心灵
深处“跪拜”的，往往不是山盟海誓的语言
和惊天撼地的举动，而是在那些平凡的日

子里不经意流露的“人间真情”。
@人民日报：念斌仍然相信法律和

正义，令人不胜感慨，司法公正才不辜负
公民信任。客观上，念斌案对司法进行
了一次“体检”，即不必过分苛求“命案必
破”；更须坚持疑罪从无、无罪推定和证
据裁判等原则。须知，司法裁判万分之
一的失误，对当事人就是百分百伤害。

据报道，河南省洛阳市偃师高中在
校门前公布《新学期学生管理“八条禁
令”》，其中规定：严禁学生谈恋爱，男女
学生拉手一次警告留校察看，第二次拉
手开除……

时值开学，学校向全体学生明确校
规、校纪，本无可厚非。然而，处罚不是
目的，教育才是初衷。偃师高中的这一

“最严”规定，甚至把举行生日聚会都纳
入开除范围，令人无法理解。这样的规

定，不仅违背了人性，也违反了青少年
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更侵犯了学
生正当的受教育权。动辄退学、开除的
处理方式，根本上看是对待学生、对待
教育的简单、粗暴和冰冷，将会对学生
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必须果断革除。
这正是：

禁令严过头，
拉手成大错。
情理法难通，
此举当早休。

（文/石言 图/薛红伟）

◀上接A01版
记者查阅重建主材保障供应实施方案，
发现其规定的天涯水泥PC32.5型零售
价正是约440元/吨。记者调查演丰镇、
三江镇和三江农场的多位农户购买的建
材，发现其价格都在政府规定的范围内。

“市里规定的，我们不敢涨价。何况
也涨不起来，因为这些建材供应量一直很
充足。”演丰镇一建材店老板吴大业说。

发放补贴：实实在在

“政府补贴实实在在发到我们手上
了。”在龙华区苍东村租地种菜6年的李
龙清拿出领补贴的银行卡告诉记者，政
府很为外地菜农考虑，区农业局来调查

了灾情和菜地面积，还特意嘱咐补贴是
给菜农的，不能和土地发包人分。“我租
了2.5亩菜地，每月每亩可以领到200元
补贴，算下来3个月可领到1500元！”

其实，发放给他的种植蔬菜补贴，是
市政府从十分紧张的市财政中挤出的资
金。7月31日前，市财政已安排资金8亿
元用于灾后重建，其中安排菜篮子供应和
冬季瓜菜基地生产恢复的补助资金5000
万元，渔业生产恢复补助资金2000万元，
林业生产恢复补助资金2000万元。

记者这几天分别到海口四个区采
访，发现农、林、渔业的补贴发放都在及
时有效进行中。

“这次受灾是比较严重，不过好在政
府每亩发600元的造林补贴。”在琼山区

大坡镇一片被台风毁坏的橡胶林旁，村
民王绥山说：“灾后村里已组织到大坡田
心村参观，我准备改种蜜柚等经济林。”

两天前，北港岛渔民老陈把鱼苗投
进台风后新建的2箱鱼排里，期待不久
之后的丰收：“有了政府的补贴，加上自
己的积蓄，再和亲戚们借点钱，先搭两
个鱼排。”由于有政府的扶持，目前北港
岛上有1户渔民家的鱼排已经下水，放
了一些鱼苗饲养；有7户陆陆续续搭建
了鱼排架子；20户渔民已搭好网架修
渔网，更有渔民早就出去闯海了。

距离“威马逊”台风过境已有1个
多月，在政府及时有力、细致周全的灾
后重建工作帮助下，海口各地受灾群
众正在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恢复生产，
如同编织新的渔网般编织着未来美好
的生活。 （本报海口8月24日讯）

为了受灾群众的笑脸

◀上接A01版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
场主体要多元化，支持各类主体来海南科研育
种，支持有条件、有优势的主体做强做大；投资
渠道要多样化，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
斤”作用，引导、鼓励和撬动各类社会资本参与
南繁建设；公共服务要市场化，引导市场主体提
供基地配套公共服务，实行商业化运作，有偿服
务、自负盈亏。蒋定之说，海南各有关部门和市
县要积极配合做好规划大纲编制、完善工作，希
望国家有关部委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共同推
动南繁基地建设发展。

余欣荣表示，海南南繁基地是我国现代种
业科技研发的前沿阵地，在育种制种和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切
实把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打造成为服务全国的现
代科研育种大平台。要以全局的观念、科学的
规划、敢于担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国家南
繁基地建设。要划定和建立南繁科研育种保护
区，纳入永久基本农田范围进行保护。要从制
度设计和政策框架上科学谋划，充分调动中央、
地方政府、科研育种单位以及当地农民等各方
面参与南繁基地建设的积极性，构建政府引导、
企业运作的市场化服务机制。要进一步加强管
理，把南繁基地这一国家稀缺战略资源保护好、
建设好、管理好、利用好。

调研期间，余欣荣还连夜主持召开南繁育种
基地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单位会议，与国家发改
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以及海南省有关单位等
座谈，对正在编制中的规划进行广泛讨论和深入
研究。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等
中央有关部委司局负责人和我省有关部门、市县
负责人分别在座谈会上发言。

副省长陈志荣主持座谈会，省政府秘书长胡
光辉出席。

南繁基地建设规划大纲
编制座谈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