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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党委“一把手”谈从严治党

A08版 深读

■ 浪淘沙

我省积极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保障房建设进展情况良好，开
工率超100%。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
士俱欢颜。“住”，自古就是民生之
重。海南这一可喜的成绩，得益于
省委、省政府对这项重大民生工程
的高度重视，也得益于各地方政府
的积极配合，是以民生为先的发展理
念得到贯彻落实的结果。近年来，我
省始终将民生作为头等大事优先发
展，将有限财力的大部分花在民生
上，探索出了一条小省也能办大民生
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之路。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并不是所
有的民生工程都得到真正的重视。
在少数领导干部眼里，上级盯得紧、
盯得严的工程，就抓得比较卖力。反
之，对一些“潜绩”工程，就不太当回
事。如日前召开的全国冬春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电视电话会议海南分会
上透露出的信息就不令人乐观：我省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总体进度相对较
慢，个别市县项目开工率为零。

民生无小事，民生更不能分成
三六九等。全力以赴做好民生实
事，既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

苍生有幸

■ 本报记者 钟节华 黄能
特约记者 高智

“必须牢记从严治党之责，把群众
满意作为衡量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落脚点和价值准绳，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为人民群众谋福祉，推动东方经济社

会稳定发展。”东方市委书记吉明江在
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吉明江说：“落实从严治党职责，就
要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破解联系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

近年来，东方不断提高基层组织办
公经费和生活补贴，每个村（居）委会年
办公经费不少于2万元，每个村（居）委
会都有了活动场所，实行乡村干部“驻
村、坐班”，解决有人管事、有钱办事。

结合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活

动，大力开展农村干部“不作为、慢作
为、乱作为”专项整治行动，选派48名
优秀后备干部到特困村和软弱涣散党
组织担任“第一书记”抓整顿，完成62
个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选配空缺
的党组织书记8名，调整不能胜任工作
的党组织书记7名，从严处置36名“不
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农村干部。

“探索提高村‘两委’的双带能力，
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农村经济组织
发展相结合，把农民合作社带头人纳入

村‘两委’后备人才进行培养。”吉明江
说，我们从源头上严把入党质量关，取
消不符合发展条件的对象26人。

吉明江表示，从严治党，必须严格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扎牢制度
的“笼子”，用制度“制权、管人、控钱”。

“制权”上，把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作为重要抓手，实行网上审批，让制
度倒逼审批部门，以刚性约束党员干部

“吃、拿、卡、要、拖”，提高效率。
下转A04版▶

东方市委书记吉明江：

落实从严治党 办群众满意的实事好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海南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规
定，经省政府批准，定于2014年10月29日上午9
时30分至9时49分进行全省防空警报试鸣。

届时，我市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试鸣。
具体警报信号为：
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

间3分钟；
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

间3分钟；
三、解除警报：连续3分钟。
请广大市民注意收听、辨别信号，并在听到试

鸣信号后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咨
询电话：31900699。

特此通告。
海口市人民政府

2014年10月13日

海口市人民政府

关于试鸣防空警报的通告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程
标）2014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将于10月30日-31
日在海南博鳌举行。作为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知名行业
峰会，也是腾讯每年一度面向创业者的行业盛会，本届
大会品牌升级为“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也是腾讯
合作伙伴大会举办3年以来首次移师海南举行。

2014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将在博鳌聚拢3000
多名国内、国外优秀开发者，并邀请众多海内外科技行
业领军人物到场助阵。腾讯将在此次大会上发布开发
者关心的重要信息。此外，大会将全面覆盖行业发展、
时代机遇和趋势前瞻等几大方面的话题。

借助会议在琼召开的东风，海南省政府将与腾讯
在营造互联网产业发展环境、打造互联网产业集群、推
进互联网产业发展等方面开展紧密合作，并达成相关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同时全方位、多层次推介海南及
展开招商引资，以加快推进全省信息产业和互联网经
济发展，构建更具特色的产业结构，提升海南国际旅游
岛信息化水平，助推海南科学发展、绿色崛起。

此外，我省还将于10月29日举办海南省互联网
产业发展座谈会，邀请业界重量级嘉宾和企业领袖就
海南如何发展互联网产业发表真知灼见，出谋划策。

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
30日-31日在博鳌举行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程叶华）记者从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获悉，我省积极推进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截至9月底，全省城
镇保障性住房已开工3.52万套（含上
年结转 0.87 万套），占年度任务的

100.6%；基本建成2.19万套，占年度任
务的87.66%。

据了解，我省今年计划投资75.69
亿元，建设城镇保障性住房3.49万套，
其中包括公租房0.45万套、经济适用
房0.13万套、限价商品房0.18万套、城

市棚户区改造2万套、垦区危房改造
0.73万套；建成2.5万套。

截至9月底，全省城镇保障性住房
建设完成投资73.33亿元，占年度投资
任务的96.88%；已开工3.52万套，占年
度任务的100.6%；基本建成2.19万套，

占年度任务的87.66%。
此外，我省今年计划完成 2.3 万

户农村危房改造。截至9月底，全省
农村危房改造已开工建设2.68万户，
占年度任务的 116.5%；基本建成
1.47万户。

海南保障房开工率超100%

本报临城10月27日电（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吴孝俊）记者今天从临高县
诗词学会获悉，中华诗词学会日前正式
授予临高县“中华诗词之乡”称号。

据悉，宋代名臣胡诠当年被贬崖州，
曾在临高讲学，讲授诗词创作。从此，临
高诗词创作，弥久溢香。爱国诗人王佐
便出生在这片热土上，其诗清新隽永，被
誉为岭南诗派“南园五先生”。

2012年9月，临高启动创建“中华
诗词之乡”活动，相继成立了10余个诗
词分会，并创办了多个文学诗词刊物，写
诗品诗在当地蔚然成风。

经考察评定，中华诗词学会日前正
式授予临高县“中华诗词之乡”称号，并
在《通知》中这样评价：“在全党、全国深入
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的大好形势下，临高县人
民政府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性和责任心，
带领全县人民群众，弘扬中华诗词传统文
化，充分发挥地方优势，努力创建诗词之
乡，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
社会发展与文化繁荣，取得可喜成绩。”

临高被授予
“中华诗词之乡”称号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梁
振君）国家能源局近日批复海南省海
上风电规划报告。报告提出我省远期
规划总装机容量为395万千瓦，包括东
方海域70万千瓦、乐东海域165万千
瓦、临高海域50万千瓦、儋州海域30
万千瓦、文昌海域80万千瓦。

省发改委相关部门负责人今天表
示，395万千瓦的总装机容量是一个长
期规划目标，将根据海南的实际情况
逐步开发。

截至2014年上半年，海南省陆上

风电总装机30.27万千瓦，风电和光伏
发电占全省电源总装机的比例达到
9.24%，高于全国7.8%的平均水平。

我国海上风电产业尚处于发展初
期。自2009年我国启动海上风电规划
工作以来，上海、山东、河北、广东、江苏等
地海上风电场工程规划已获国家批复。
2010年，我国第一个大型海上风电场
——上海东海大桥10.2万千瓦海上风
电示范项目成功并网。2013年8月，省
发改委下发文件，同意东方海上35万千
瓦风力发电项目开展前期工作，这标志着

我省首个海上风电项目获得“路条”。目
前，海南尚未建成海上风电项目。

受技术、政策、认识和管理等多方
面因素影响，我国海上风电项目建设
进程不太理想，截至今年3月，仅建成
装机容量39万千瓦，实现国家提出的

“十二五”期间装机500万千瓦的目标
有一定难度。

为促进海上风电产业发展，国家
发改委近日出台《关于海上风电上网
电价政策的通知》，明确了海上风电价
格政策。

我省海上风电发展规划获批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
10月27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他强调，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
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与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
的决定形成了姊妹篇。全面深化改革
需要法治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需
要深化改革。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
党全国的重大政治任务，各地区各部门
务必抓紧抓好，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的能力和水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
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
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进展和可复制改
革试点经验的推广意见》、《关于加强中
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审议通
过了《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
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建议

根据会议讨论情况进一步修改完善后
按程序报批实施。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协
商民主在我国有根、有源、有生命力，是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
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
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
域的重要体现。对这个基本定性，我们
要深刻理解，进一步凝聚共识，更好推

进这项制度建设。我们坚持有事多商
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
多越深入越好，就是要通过商量出办
法、出共识、出感情、出团结。加强社会
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目标是构建程序
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为我
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注入新的活力。
加强协商民主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有组织、有重点、分层次积极稳妥
推进各方面协商。

习近平强调，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成立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在
中央有关部门和上海市委、市政府共同
努力下，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形成可
复制可推广经验为要求，在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体制机
制创新、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及营造
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等方
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大胆尝试，取得
了一系列新成果，为在全国范围内深化
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了新途径、积累了
新经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
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下转A03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强调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
李克强刘云山出席

■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目标是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取得的经验，要在更大范围内播种扩散，尽快开花结果

■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

■要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韩洁 何雨欣
方列）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7日转发住建
部等十部门规定，自今年11月1日起，严禁在历史建
筑、公园等公共资源中以自建、租赁、承包、转让、出借、
抵押、买断、合资、合作等形式设立私人会所。

什么样的私人会所该被整治？规定明确，所涉及
私人会所，是指改变历史建筑、公园等公共资源属性设
立的高档餐饮、休闲、健身、美容、娱乐、住宿、接待等场
所，包括实行会员制的场所、只对少数人开放的场所、
违规出租经营的场所。

已经设立的私人会所如何区分情况处置？相对于
一些地方以关停方式“一刀切”处理，规定列出了四种不
同情况的处置方式：没有合法手续或者手续不健全的予
以关停；有合法手续但有违规违法行为的予以停业整
治，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有合法手续但经营对象、范围、
形式等违反相关规定的予以转型或者停业整治；出租给
单位或者个人作为非经营用途的，由所在地人民政府协
调产权单位提出解决办法，租赁合同到期后收回。

历史建筑公园等
下月起禁设私人会所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记
者罗宇凡）27日，关于设立国家宪法
日的决定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十一次会议审议。草案将12月

4日设定为国家宪法日。
决定草案指出，设定国家宪法日

是为了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弘扬
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决定草案将现行宪法公布施
行的日期，即12月4日设定为国家宪
法日；每年12月4日，国家通过多种
形式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

我国拟设12月4日为国家宪法日

我省远期规划
总装机容量为 395万千瓦

包括

制图/张昕

东方海域 70 万千瓦
乐东海域 165万千瓦
临高海域 50万千瓦
儋州海域 30万千瓦
文昌海域 80万千瓦

网络谣言，谁是推手？

罗塞夫连任巴西总统

B03版 中国新闻

B04版 世界新闻

英媒披露：
香港“占中”非自发
接受境外“特训”者可能逾千

四中全会后首次修改刑法

贪贿罪量刑拟删刚性数额标准
集资诈骗等9项死刑罪名拟取消

琼岛东部
今大暴雨

(B02版)

(相关报道见A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