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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记者黄小希）25日开
幕的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十次会议开
始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草案）》。

国家安全部部长耿惠昌在会议上作相关说明时表
示，为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进一
步规范和加强反间谍工作，国家安全部以现行国家安
全法为基础，认真总结反间谍工作实践经验，起草了反
间谍法草案送审稿，报请国务院审批。法制办两次征
求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并召开会议听取意
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反间谍法草案。

草案规定，隐藏、转移、变卖、损毁国家安全机关依
法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或者明知是间谍活动的赃物
而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的，由国家安全机关没收违
法所得和非法财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为了与刑法等有关法律衔接并有利于今后反间谍
工作的开展，草案在现行国家安全法的基础上规定，境
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
者境内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
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都必须
受到法律追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反间谍法草案

■ 本报记者 杜颖 实习生 林川

椰子树依然伟岸，凤凰树重新挺
立，满山的青草，插下新苗的水田。一
棵被台风吹得枝叶全无的大榕树，即使
被连根拔起，匍匐在地，靠着一根秃秃
的枝干，也依然长出了嫩绿的新芽。

万物坚韧，这就是琼岛，我们的家
园。

入秋后的8月，我们再一次踏上翁
田、锦山、北港、三江、桂林洋……一个
多月前让人们几乎不敢触动的伤痛记
忆，在满目的阳光下，已经化为永久的
珍藏。灾难过后，琼岛人民血液中秉承
的一种大爱、一股力量，在这片红土地
上延伸着，延伸着，它在狂风吹倒的老
屋下，在溃过坝的河岸边，在被海水倒
灌的盐碱地的缝隙里，顶出来了！它带
着艰难，却势不可挡，成为海岛精神的
时代标注。

在最伤痛的记忆里，有
一种最坚韧的力量——它
叫做自强

酷夏的7月底，海口市演丰镇北港
岛农民陈泽川和媳妇正帮着村民卸担

接水，没想到，为实地了解灾后重建和
群众生活，省委书记罗保铭专门乘船来
到岛上。他和村民围在书记身旁，听着
暖心的话：“省委牵挂你们，树倒、房倒，人
心不倒，精神不倒，这是我们战胜一切困
难，夺取灾后重建工作胜利的不竭力量。”
陈泽川激动地鼓掌，手心拍得通红。

老陈的心是暖的，北港岛在超强台
风“威马逊”中险被吹“沉”，历尽劫难后
的这些时日，没有什么比省委带来的关

怀更温暖。
台风期间，北港岛上千名群众的性

命，是拴在一条绳上的。紧紧牵系住这条
绳的，是演丰镇党委派来的党员应急救援
队。镇长熊延胜提前上岛，部署演练，他
带领的应急队在台风卷起一切能卷起的
东西之前，将群众转移到了安全地点。

恐怖的撞击声、撕裂声和怒吼声吓不
退北港岛上的共产党人。王示楷，北港岛
党员，趟着没过胸口的洪水在风雨中寻找

失联的村民，却硬着心肠没顾得上同样
被水淹了的家和家中的老母亲……对老
百姓的家园守土有责，台风侵袭后清点
人数时，北港岛1140人，一个都不少！

琼岛人民的脊梁，在大灾面前挺
立。践行守土有责承诺的不仅有党员，
还有各个行业的普通人。黑暗时刻，他
们靠自强不息点亮火把，为他人照亮生
命之路。

34年来孤守海口三江坝的59岁老

人张黑弟，在7月18日超强台风导致的
溃坝夜晚，于恶浪汹涌中，孤独一人一
步步地爬向溃坝口，向三江农场传回了
关键信息；在南渡江上游福才水文站工
作了18年的女职工钱成，48个小时不
合眼，顶着暴雨和闪电，监测出水位的

“历史记录”，为下游9000余群众转移
提供了预警；超强台风肆虐之夜，海口
琼山城管局20多名城管员冒险驻守
220千伏玉州变电站， 下转A03版▶

灾难带来的创痛终将逝去，人民挺起脊梁开始新生活。秉承着自强、互助、
信任、奉献的高尚情操，一种大爱在灾后琼岛绽放——

大灾淬炼坚强 磨难见证高尚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况昌
勋）省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民间
投资已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支
撑。1- 7 月，全省民间投资完成
882.39亿元，增长18.4%，对全省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61.2个百分
点，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54.4%，比上年同期提升1.1个百分点。

1-7月，全省有14个市县民间投
资呈现增长态势。屯昌民间投资增长
最快，增长 94%，其次是保亭增长

74.3%。乐东、定安、万宁、澄迈4个市
县民间投资呈现下降，它们分别下降
26.2%、11.8%、9.4%和8.5%。

民间投资在100亿-300亿元之
间有2个市，分别是海口275.12亿元、
三亚172.70亿元，在50亿-100亿元
之间有3个市县，分别是琼海71.61亿
元，陵水56.39亿元，澄迈51.79亿元。

海口、三亚、文昌、琼海、陵水、保
亭、琼中、五指山、定安、东方等10个
市县民间投资占本地区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超过五成，其中琼海最高，占比达
到86.1%，其次是保亭占比84.3%。

1-7月，民间投资的十七个行业中，
有11个行业呈现增长，6个行业呈现下
降。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增长58.1倍。

行业的民间投资占本行业固定资
产投资总额差异大。科学研究、技术
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占本行业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的81%、社会保障和社会福
利业占比72.4%，而金融业、居民服务
和其他服务业为0。

民间投资成固投主要支撑
前7个月全省民间投资完成882.39亿元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记者黄小希）25日提请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设立烈
士纪念日的决定（草案）》提出，将9月30日确定为烈
士纪念日。每年9月30日，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25日就决定草案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作说明时指出，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
协委员、社会各界人士建议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呼声越
来越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作出决定，以法律形
式设立烈士纪念日，对于培养公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精神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激发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李立国介绍说，1949年9月30日是人民英雄纪念
碑的奠基日，在国庆节的前一天开展烈士纪念活动，既
能充分体现“国庆勿忘祭先烈”的情怀、突出国家褒扬
烈士的主题，又能与党和国家领导人10月1日上午向
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等烈士纪念活动相衔接，因
此草案将9月30日确定为烈士纪念日。

我国拟将9月30日
定为烈士纪念日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陈蔚
林 郭嘉轩 实习生张林）今天下午，全
省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海口召
开。会议传达学习了2014年全国文化
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精神，对我省上一轮
文化体制改革工作进行总结，并对新一
轮改革工作作出动员部署。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文化体制改
革专项小组组长许俊，副省长、省文化体
制改革专项小组副组长王路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我省前一轮文化体制改
革启动于2006年，目前已基本完成中
央下达的阶段性重点改革任务。与前

一轮改革相比，新一轮改革领域更宽
泛、层次更深入，几乎覆盖了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的所有部门，所涉及的矛盾和
问题牵动性强，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
头”。但今年以来，我省贯彻落实中央
部署和省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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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新一轮文化体制
改革增强了信心，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文化体制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
成时，我们依然在路上，任重而道远。”许
俊希望，未来7年，各地各部门遵循《海
南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继续

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为文化繁荣发
展创造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构建现代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标准化、均等化
现代文化服务；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创造宽松的市场环境；推动文化产业与
旅游业融合发展，形成海南文化产业发
展的鲜明特色和优势；构建国际文化交
流重要平台，不断提高文化开放水平。

许俊强调，各有关部门和各市县要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加强对文化体
制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牢牢把握正确
方向。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

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
门分工负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工作
体制和工作格局，汇聚推进改革的强大
合力，在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的征程上
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王路要求，各市县要比照省委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专门设立文化体制
改革专项小组的做法，完善文化体制改
革工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工作
合力。各级文化部门要把文化体制改
革摆上重要日程，科学谋划改革进程，
合理安排各项任务，指导好各系统和地
区的文化体制改革发展工作。

全省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

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领域更宽层次更深

■ 本报评论员

超强“威马逊”虽然远去，但它带给
我们的影响却远未消失。今天，当我们
再次将目光投向曾经满目疮痍的土地，
看到的却是一片片盎然的生机——修
复后的电力通讯线路连结八方，工厂里
的机器隆隆作响，人们一砖一瓦重筑着
家园，修缮一新的校园静候新学期的开
学……广大灾区群众正以坚强的意志和
坚定的信心，以勃发的姿态，向着重建美

好家园的目标奋进，这一切彰显了灾难
面前琼岛儿女坚韧、高尚的人性之美。

多难兴邦，灾难让我们更加坚强。
虽然“威马逊”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但灾
难并没有打倒琼岛儿女。灾难来临时
人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携手共渡难
关；灾难过后，人们不等不靠，互帮互
助，自立自强自救。灾难中，一个个风
雨中挺起的脊梁，一只只危难时伸出的
手，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携手；灾难后，
一个个劳累的身躯，一张张乐观的笑

脸，也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坚强。
“房倒了砖瓦还可用、鱼虾跑了池

塘还在。”文昌灾区群众的这份从容让
人感慨；“只要有双手，生活就会变好。”
海口北港岛的乡亲这份自强也让人感
动。朴实的话语，传递着从容和乐观，
也传递着自强和坚强。没有怨天尤人，
没有消极等待，没有悲观失望，而是乐
观面对困难，勇敢面对生活，这就是纯
朴可敬的海南父老乡亲，这就是我们可
亲可爱的琼岛儿女。

磨难励志，灾难让我们感受高尚。
灾难不仅是对生命的挑战，更是人性的
试金石。面对天灾，每一个生命都是脆
弱渺小的，但每一个坚强的生命又是高
尚伟大的。越是在困境之中，越能彰显
人性的高尚和人格的力量。在这次灾难
中，这个“规律”又一次得到验证。风雨
中一个个奋不顾身的身影，演绎了多少
感天动地的故事。昌江2位干部为调运
物资殉职、文昌青年符传道为救人牺牲
的事迹，已广为人知； 下转A03版▶

礼赞人性之美 汲取前行力量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单憬
岗）近日召开的海口市政府常务会议审
议并原则通过《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灾
后恢复生产扶持政策的实施意见》、《海
口市人民政府关于稳增长促发展的实
施意见》，将已取得初步成效的微刺激
政策根据形势变化，进一步升级调整为
刺激政策，一系列放宽刺激领域、加大

刺激力度、更多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
刺激政策由此出台。

这是海口市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的工作部署，进一步释放发展活
力，应对宏观经济形势、超强台风等不
利因素的挑战，确保实现年初制定各项
任务目标的重大举措。

为加快海口灾后恢复生产，引导行

业龙头企业尽快形成产能，发挥行业带
动作用，海口市制定的《关于灾后恢复
生产扶持政策的实施意见》共4个方面
18条，包括金融支持（含信贷和保险）
（6条）、税收扶持（6条）、行政事业性收
费减免（3条）、贴息扶持（3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省关于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战略部

署，积极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海口
市出台的《关于稳增长促发展的实施意
见》共11个部分，主要包括：稳定农业
生产、扶持工业发展、鼓励金融业和支
持资本市场发展、鼓励发展总部经济、
支持旅游业发展、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
展、支持商贸服务业发展、扶持航运业
发展、 下转A05版▶

海口出台灾后恢复生产和稳增长措施，含金量高、扶持力度大

微刺激政策升级为刺激政策

8月24日，琼海大型图片展暨
旅游房地产展示会在北京王府井拉
开帷幕。8个大型展馆，20组高清
图展灯箱，以“图片展+多媒体集成
展示+旅游房地产推介”的方式，展
示了琼海优美风光、怡人气候和优
良的人居环境。

活动期间，琼海城市宣传片在
王府井、西单、东直门的户外大屏幕
轮番播放，同时利用网络、手机媒体
等进行推广宣传。
通讯员 唐炳超 特约记者 王仪 摄

北京王府井
涌动“琼海潮”

本报海口8月25日讯（记者陈蔚
林 实习生张林）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
引发全国关注，第二年，团省委在青海
省囊谦县援建的希望小学拔地而起；
2014年，海南遭遇超强台风，灾情同样
牵动全国人民的心。日前，青海省囊谦
县一名干部何颜红主动联系省青少年
希望基金会，提出要为我省受灾家庭的
贫困大学生捐资助学。

“玉树地震时，囊谦县曾经得到来
自海南的关爱，如今海南遭遇台风灾
害，我们也应该伸出援助之手。”何颜
红是青海省囊谦县委常委、县总工会
主席，几天前无意中在微信平台上获
知，海南灾区仍有不少贫困大学生因
家庭受灾而面临上学难题。与省青基
会沟通协商后，她决定出资5200元，
委托该基金会对贫困大学生进行捐
助。这个决定也得到了其亲友的支
持。目前，省青基会正在为她寻找合
适的受助对象。

玉树地震，海南各界伸援手
海南风灾，玉树人回馈真情

玉树一干部
捐助我省贫困学子

■ 吾思齐

中国有句古话，叫“滴水之恩
当以涌泉相报”。当年青海玉树
发生地震，海南人民纷纷慷慨解
囊 ，并 未 想 追 求 任 何 丝 毫 的 回
报。然而未曾想到，当今天海南
受灾遇到困难时，千里之外青海
省囊谦县一名干部却没有忘记海
南人民，积极伸出援手，在传递爱
心的同时，也让人感受到青海人
民的深情厚意。

在中华民族这个和睦的大家
庭中，我们从不缺少温暖和关爱。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是我们的
传统美德，也是中国人血液里的基
因。在一次次救灾中，在一次次驰
援中，正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
幼的守望相助支撑我们前行，去渡
过了一个个难关。

在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的重
任中，海南人民不会孤单，因为全
社会的关爱，就是我们努力奋进的
不竭动力。

千里相助见真情

省文资办、三亚市政府与琼州学院签约，
创新体制机制化解历史遗留问题

三部门共建共管
省民族歌舞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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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育正式成为
泰国总理

央企主要负责人
将降薪70%？
削减后年薪不能超过6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