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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记者李
宣良 黎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2日在北京
接见全军参谋长会议代表。他强调，
面对国家安全新形势和军事斗争准备
新要求，必须努力建设听党指挥、善谋
打仗的新型司令机关，推动军事工作
创新发展，不断增强组织指挥部队打
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能力。

上午9时许，习近平等领导同志来

到京西宾馆会见大厅，全场响起热烈
掌声。习近平同代表们亲切握手，代
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向会议代表、受表
彰的全军优秀参谋人才和参演部队表
示诚挚问候，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习近平指出，司令部门作为军队
的指挥中枢，在推进军事建设和军事
斗争准备中肩负着重要职责。近年来，
全军各级司令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中
央军委决策指示，精心筹划组织军事建

设和军事行动，有效完成了各项重大任
务，自身建设也取得显著进步。

习近平强调，要强化号令意识，坚
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坚决听从
指挥，确保政令军令畅通，确保党中
央、中央军委决策指示有效贯彻落
实。要强化善谋打仗，树立战斗力标
准，培育战斗精神，不断提高训练实战
化水平，着力解决战斗力建设中的突
出问题， 下转A03版▶

习近平在接见全军参谋长会议代表时强调

努力建设善谋打仗的新型司令机关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记者周元）
今天上午，省委召开常委会传达学习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
验交流会精神，研究海南省贯彻意见。

省委书记罗保铭主持会议。省委
副书记、省长蒋定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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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相关论
述和刘云山等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精神，
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
作要持续抓、长久抓，抓出成效。

罗保铭在会上强调，要抓好宣传教
育工作，综合发力，进一步提高全社会
的认识，不断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他指出，在今年连续两次抗击台

风的过程中，海南科学预警、及早谋
划，各级干部特别是广大基层干部舍
家忘我、冲锋在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的安全，赢得了社会广泛赞
誉，这就是践行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成
果展示。全省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
部要带头做表率，以党风促政风带民
风，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民践
行的良好环境。

会议要求，要通过加强媒体宣传、
理论引导、公益广告宣传、户外广告宣
传等形式，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要开展各类主题实践活动，把核心价值
观融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公民教育，
融入企业发展，融入新农村建设，融入
党政机关，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任务落
到实处；要严格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和省委省政府二十条规定精神，巩固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深化道
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加大整治力
度，加大媒体曝光，形成激浊扬清，抑恶
扬善的社会氛围。

会议研究决定将在近期召开以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
的省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组织开展检
查督导，并于年底前召开工作推进会。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罗保铭主持省委常委会传达学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精神并指出

以党风促政风带民风
营造全民践行的良好环境

蒋定之出席 于迅列席

■ 浪淘沙

今年以来，我省在贯彻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省委省政府20条规定
上，行动迅速、措施得力，成效显
著。特别是在严控“三公经费”、精
简“文山会海”等方面成效明显。
与此同时，我省还以制度建设为抓
手，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着力构建以制权、控钱、管人为
核心的规范和约束权力运行的长
效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这些有力的举措受到社会各
界的好评。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
到，“四风”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稍
有松懈就有可能引起反弹与回
潮。目前，我省一些地方“四风”方
面的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庸懒
散奢贪”现象仍较为突出。少数干
部、部分单位还存闯关思想，对贯
彻执行八项规定重视不够、执行起
来消极应付。这些现象、问题忽视
不得，务必引起高度的重视。我们
一定要以“钉钉子”的精神和“踏石
留印、抓铁有痕”的力度，狠抓作风
建设，打好这场攻坚战、持久战。

抓作风建设，就是在抓发展。
一个地方，只有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
环境，才能做到社会和谐，人民安居
乐业，社会各项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我们一定要结合省情，不断地将作风
建设引向深入，为海南科学发展、绿
色崛起提供坚强的作风保障。

风气正 事业兴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记者周元
特约记者郑轩）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和要
求，今天上午我省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
贯彻执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和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总结前一阶段我省贯彻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20条规
定的情况，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强调
不断把作风建设引向深入，为海南科学
发展、绿色崛起提供坚强的作风保障。

会议由省委常委、秘书长孙新阳主

持。省纪委监察厅、省发改委、省财政
厅、海南日报社、省农信社、海口市等6
个单位做了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认
真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省委省政府

20条规定，态度坚决，行动迅速，措施有
力，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同时也存在一
些问题和不足：一些地方和单位执行八
项规定不自觉、不严格， 下转A03版▶

(相关报道见A03版)

我省深入学习贯彻执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座谈会指出

领导带头 落实责任 常抓不懈
为科学发展绿色崛起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 本报记者 周元 特约记者 郑轩

俗话说，廉不廉看过节。在刚刚过
去的中秋佳节，高价月饼、高档酒滞销
了，扎堆送礼绝迹了，传统节日重回“清

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的本源。“国庆黄金
周”在即，我省各有关单位和市县再次
强调，节日期间公车一律入库“公休”，
遏制车轮上的腐败。

从省委办公厅近期会同有关方面

对我省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省委省
政府20条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规定）情
况的督查和抽查情况看，今年上半年，
全省作风建设取得新成效，正气清风徐
徐而来，盈盈不绝，润泽琼州大地。

调研更深入 文件会议更精简

不搞形式主义、不走过场，我省各
级领导切实改进调研方式，增强了调研
实效。 下转A03版▶

清风沐琼州
——我省2014年上半年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省委省政府20条规定情况综述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记者郭景
水 通讯员高春燕）今天，省考试局发布
公告称：凡文史类（含艺术文）和理工类
（含体育理）尚未被录取且投档成绩在
250分以上（含250分）的考生，均可在9
月23日8：00至17：30登录省考试局网
站进行补报志愿。

2014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
工作和各高校新生入学报到工作已结
束，仍有少部分考生未办理报到入学
手续。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2014年
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的有关精
神，省考试局决定于9月 24日组织我
省部分高职（专科）学校进行补充录
取。

省考试局发布的 11 所高校包括
琼州学院、海南工商职业学院、海南职
业技术学院、三亚城市职业学院、海南
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海南政法职业学
院、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琼台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三亚理工职业学
院等院校。此外，琼台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还在体育、美术、声乐、舞蹈等类
别征集志愿。

我省今年高招补录
今日填报志愿

本省11所高校
征集志愿

走基层 看巨变
——迎接国庆65周年特别报道

玉沙村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记者马珂）药品加成、以
药补医一直以来是医改的难点和重点。今年，海南县
级公立医院改革将探索药品“一品两规”和“两票制”，
控制和减少药品流通环节，逐步挤干药品价格水份，取
消药品加成政策，破除以药补医机制。这是记者今天
从海南省深化医改工作培训暨推进会上获悉的。

会议透露，在全省7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市县（三
亚市人民医院先前启动）的基础上，2014年增加了三
亚市中医院、三亚市妇幼保健院、琼中县人民医院、琼
海市人民医院、定安县人民医院、定安县中医院、东方
市人民医院等7家公立医院作为海南第二批改革试点
单位，计划于2014年底启动。

省卫生计生委负责人介绍，破除以药养医将是下
一步医改的着力点。根据今年8月出台的《海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海
南今年启动的县级公立医院改革中将实行招采合一、
量价挂钩、限价采购等多形式的药品招标采购改革，允
许医院二次议价，积极探索药品“一品两规”（医疗机构
应当按照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公布的药品通用
名称购进药品。 下转A03版▶

我省探索药品“一品两规”“两票制”

减少药品流通环节
逐步挤干药价水份
■第二批7家公立医院今年底启动改革试点
■取消药品加成，破除以药补医机制
■取消公立医院行政级别，实行院长年薪制

新华社乌鲁木齐9月21日电（记者曹志恒 于
涛）新疆莎车县7月28日严重暴恐案件、7月30日喀
什市艾提尕尔清真寺伊玛目居玛·塔伊尔大毛拉被害
案件发生后，近日，经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给予两案
相关责任人党纪政纪处分。

给予喀什地委委员、莎车县委书记何利民撤销党
内职务、行政降级处分；

给予莎车县委副书记、县长艾海提·沙依提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

给予莎车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陈强，县委常
委、公安局局长胡彪，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阿不都维
力·热孜克免职处理；

给予莎车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岳志刚，县委常
委、纪委书记凯萨山尔·达吾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给予莎车县艾力西湖镇党委书记阴龙，艾力西湖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阿不力米提·阿不都拉撤职处分；

给予喀什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王世信，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莫合旦·艾山党内警告处分；

给予喀什市公安局政委卡德尔·吾不力、市伊斯兰
教协会副秘书长艾斯卡尔·库尔班、吾斯塘博依街道办
事处副主任阿地力江·阿布都卡德尔党内警告处分；

给予喀什市多来特巴格乡派出所所长朱军、教导
员艾斯卡尔·百合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给予喀什市多来特巴格乡派出所民警买买提热夏
提·热合曼行政降级处分。

同时，任命在“7·28”案件中及时发现不良苗头并
第一时间报告，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表现突出的艾力
西湖镇原人大主席肉孜尼亚孜·玉素音为镇党委副书
记，提名为镇长候选人。

新疆“7·28”“7·30”案件
相关责任人受处分

过去是几百人的海边
小渔村，村民住的是茅草
房和砖瓦房，收入主要靠
打渔和种田，勉强糊口

变身现代化商贸中
心，是商业黄金宝地。村
民变市民，住上公寓，收入
主要靠房租、铺租和工资

■本报记者 单憬岗 特约记者 陈安宇

初秋时节，海口的天气依然有些
热，可是坐在黄景良老人位于海口京
华城15楼的公寓中，只觉微风徐徐、
清凉阵阵。站在阳台外，近看京华城，
车水马龙；远看万绿园、海口湾、世纪
大桥，心旷神怡。

9月22日下午时分，黄阿公沏一

杯清茶，不时品上一口，和记者聊起了
往事。

黄阿公今年73岁，亲历了几十年
来村中的每一件大事，见证了玉沙村
从一个几百人的海边小渔村发展到一
个容纳上万人的城中村，再经过棚改
发展成一个现代化商贸中心的全过
程。而他自己的住房也从解放前的茅
草房到砖瓦房，再到如今的高楼公

寓。随着住的房子一栋比一栋高，面
积一间比一间大，老人的视野也越来
越宽阔，往日的艰辛在他看来更增添
了今日的幸福感。

他还记得自己八九岁时，一支解
放军队伍在玉沙村北面沙滩成功登
陆，并在村里的玉沙庙里住了好几
天。“解放军战士唱歌时，我们这些学
生也跟着唱。”几十年前的往事，黄阿

公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那时，他家
几口人都挤在一间矮小的茅草屋里，
刮风下雨时胆战心惊，“村民们靠打
渔、种田，勉强糊口”。

海南建省后，海口的城市规模迅
速扩大，慢慢地，原本偏远的玉沙村变
成了最大的城中村。处处是乱搭乱
建，电线密如蛛网。狭窄的小巷猪、
鸡、鸭满地跑， 下转A03版▶

海口玉沙村经棚改告别脏乱差，“城市伤疤”变“商贸中心”

玉沙千琢终成“器”

小图：2006年，改造前的玉沙村拥挤杂乱。大图：2014年，改造后的玉沙村气象一新。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B08版 体育新闻

我省帆船女将黄丽珠
出征亚运

海口市通报3起台风期间食品安全典型案例

一企业想发“灾难财”
卖过期大米被罚60万元

呵护蔚蓝，他们传递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