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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崖州古越文化旅游区目前尚在升级改造当中，具体对外开放时间尚未

确定，为确保游客和相关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我公司严正声明如下：

一、崖州古越文化旅游区升级改造期间，请有关单位或个人切勿组织人

员前往，否则因此发生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等事故的，一切后果自负。

二、对擅自发布开业消息者，将依法采取手段追究其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三亚百越民族文化村有限公司崖州古越分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金昌
波 通讯员曹晋）为规范全省纪检监察
机关“一案双查”，推动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追究工作的落实，督促各级党委（党
组）和纪委（纪检组）切实担负起党风廉
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近日，省
纪委印发了《海南省纪检监察机关“一
案双查”工作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这也标志着海南成为全国较早
以省级纪检监察机关名义印发“一案双
查”相关工作办法的省份之一。

《办法》规定，“一案双查”主要针对

以下十种情形：违纪违法人员属“带病
提拔”、“带病上岗”的；领导班子及其成
员对干部群众关于案件当事人问题的
反映、举报，不履行教育、管理、监督、报

告职责，直至案件当事人被上级机关查
处的；对上级机关交办的涉及案件当事
人的问题线索查办不力，或在上级机关
对案件当事人的调查过程中不配合甚

至干扰、阻挠的；案件当事人的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已通过巡视反馈、监察建
议、审计报告、司法建议等方式予以指出
或已通过媒体曝光，没有及时整改或整
改不力，最终演变为腐败案件的；在领导
班子任期内，本地区、本部门连续发生腐
败窝案、串案的；领导班子多人因违法
违纪被上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以领
导班子集体决策的名义通过并实施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二十条
规定精神行为被查处的；下转A02版▶

(相关报道见A02版)

我省出台《海南省纪检监察机关“一案双查”工作暂行办法》

十种情形将启动“一案双查”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郭
嘉轩）海南廉政网今天发布消息，海
南省建设项目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张世有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
组织调查。

省建设项目规划设计
研究院院长张世有
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张中
宝 陈怡 通讯员邢斌）今年以来，为防
范税款流失，防止欠税人出境逃避缴
纳税款，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加强与公
安部门协调，对恶意拖欠应缴税款且
试图通过出境逃避纳税义务的嫌疑纳
税人采取阻止出境措施，并依法向公
安部门申请阻止欠税人出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欠缴税款的
纳税人或者他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
的，应当在出境前向税务机关结清应纳

税款、滞纳金或者提供担保；未结清税
款、滞纳金，又不提供担保的，税务机关
可以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其出境。

截至今年11月，该局对欠税人实
施布控4次，阻止纳税人出境16人次，
取得较好成效。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有关负责人说，
下一步还将继续依法加大欠税追缴力
度，做好欠税人情况调查核实，对凡符
合法定阻止出境条件的欠缴税款纳税
人或者他的法定代表人，将通知出入境
管理机构阻止其出境，维护税收秩序。

海南地税对欠税人出境说“不”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彭
青林）海南大学报告厅人头攒动，日前
由美国著名海洋生物毒素科学家主讲
的一场专题报告吸引了众多师生。在
我省外事部门的支持下，海南大学引
进美国犹他大学Baldomero M. Ol-
ivera教授、J. Michael Mcintosh教
授指导关键技术、共同开展研究，推动
我省的芋螺毒素研究大步迈进该领域
世界前沿。该校热带生物资源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也被命名为省级引进国

外智力示范单位。
像这样的国（境）外专家，正越来越

多地被聘请到海南，推动我省在一些重
点科技难题上实现突破。记者今天从
省外事侨务办获悉，今年我省已引进国
（境）外专家90人次，服务省内31家单
位的90个项目，涉及旅游、热带高效农
业、海洋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医疗
卫生与保健、基础教育及科研等领域，
有效解决了我省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
中的诸多技术和管理难题。

据省外侨办介绍，今年我省引智
工作以热带农业、海洋开发与保护、生
物医药等领域为重点，着力服务国家
热带现代农业基地、南海资源开发及
服务基地建设和新兴产业发展。今
年来，省外侨办支持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省香蕉协会等引进美国、越南
等地专家来琼指导可可、芒果、甘蔗、
椰子等热带作物病虫害生物防治技
术，以及香蕉管理、育苗和保鲜储运
技术； 下转A02版▶

海南今年引进国（境）外专家90人次

引智示范成果惠及13市县268村

短短60天，文昌市全面完成3.4万栋掀顶房屋和C级危房修缮，9.6万栋倒塌和受损
房屋全部开工，一种温情和力量在大海之乡延伸——

温暖，亲吻着这片土地

一案双查

是指在查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时，既要查清当事人的违纪事实和
应负的责任，又要查清发案地区、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应承担的责任，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实施责任追究。

本报金江11月30日电（特约记者
陈超 记者孙慧）11月 28日，人民日
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8家中央级
媒体集中立体宣传澄迈生态现代化建
设经验，宣传力度、深度、强度在省内极
为少见。海南绿色崛起的澄迈实践在
国内引起强烈反响。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在国内尚属起步的生态现代化建
设中，澄迈的探索具有试点意义。

在中宣部和省委宣传部的高度
重视下，11月 25日，中央电视台《新
闻联播》、《焦点访谈》等栏目，新华通
讯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
报、农民日报、中国环境报、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等中央级媒体，到澄迈进行
实地采访。

11月28日，8家央媒集中播发或刊

出了澄迈生态现代化的相关报道，其中，
中央电视台重点关注了澄迈的生态农
业；新华社关注到澄迈用40余项与生态
挂钩的指标为发展“设规立槛”；人民日
报指出，创新带动了澄迈的绿色崛起；
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环境报等，也
在显著位置，图文并茂、大篇幅地介绍了
澄迈在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
业、生态家园等各方面的发展成就。

澄迈县委书记杨思涛表示，澄迈

2008年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由县党政主
要领导任主任的生态现代化建设委员
会，同年挂牌成立全国首个编制、人员、
经费、职责“四到位”的生态现代化建设
办公室，制定了生态现代化建设近、中、
远期规划指标。彻底抛弃“先污染、后
治理、再转型”的老路，科学定位经济发
展、社会建设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探索
出一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
统一的“三赢”之路。 下转A02版▶

央媒立体宣传澄迈生态现代化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记者刘铮 徐硙）国
务院法制办公室30日全文公布了《存款保险条例（征
求意见稿）》。根据这一征求意见稿，存款保险实行限
额偿付，最高偿付限额为人民币50万元。

“对50万元的最高偿付限额，我们根据2013年底的
存款情况进行了测算，可以覆盖99.63％的存款人的全部
存款。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存款人的存款能够得到全额
保障，不会受到损失。”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征求意见稿规定，被保险存款包括投保机构吸收的
人民币存款和外币存款。同一存款人在同一家投保机构
所有被保险存款账户的存款本金和利息合并计算的资金
数额在最高偿付限额以内的，实行全额偿付；超出最高偿
付限额的部分，依法从投保机构清算财产中受偿。

央行有关负责人介绍，存款保险是指存款银行交纳
保费形成存款保险基金，当个别存款银行经营出现问题
时，使用存款保险基金依照规定对存款人进行及时偿付。

存款保险条例公开征求意见

最高偿付50万元
覆盖99.63%储户

■ 本报记者 杜颖 刘笑非
特约记者 许环峰

又见文昌东海岸。
抱虎角依旧静默地守望，南海的潮

汐奔腾如往。经历过41年不遇的台风
灾难后的侨乡文昌，抖落沉重的怆痛，
从一片片倒塌的房屋前，奋力站起！

靠近抱虎角海边的翁田镇明月村
内六村小组，在25顶救灾帐篷不远处，
68栋新房伫立而生，傍晚时分，农民烧
柴的石头火灶上正焖着喷香的鸡饭。

久违的笑声和喧闹，不时在小村里
响起。

农民何敦芳喂完重新饲养的20多
头猪苗，又跑到新房去看，她告诉我们，

“有了新房就有希望，看到村头这老榕
树了吗，枯枝上又发了新芽，我们的日
子也这样走过来了！”

11月15日，在“海鸥”台风侵袭后
的第60天，文昌7镇1场，744个村庄，
3.4万栋掀顶和C级危房全部修缮竣工，
9.6万栋倒塌和受损房屋全面开工。经
受灾难创伤的文昌大地，此刻，孕育着

任何力量都无法摧毁的新生……

不屈的土地，沐浴在一
片大爱之中

“当时眼里全是泪，听人家讲完不住
地点头。”村民王康顺在新房门前，回忆
起村干部讲述省委书记赶赴灾区的那个
下午。

4个月前一场“威马逊”，不但打塌
了房屋，还把王康顺辛辛苦苦经营多年
的120多亩虾塘尽毁，一家人几十年的

积蓄，说没就没了。未过多久，“海鸥”
又排山倒海而来。

第一时间，省委书记罗保铭赶来灾
区。王康顺忘不了镇干部跟他讲的，

“书记说过，灾难让我们坚强，我们得愈
挫愈奋，愈灾愈强！”

“所以我得坚强地活下去！”王康顺
面庞憔悴却话语坚定。

省政府高效启动应急预案，全力以
赴展开二次救灾，厅局各路救援大军星
夜驰援，灾后重建如火如荼……

为提早筹划重建，省住建厅派遣

120多名专家下村。房子是许许多多
农民一辈子最值钱的家当，两次灾难性
台风的摧袭让家园损毁“雪上加霜”，人
们在无奈、在犹疑、在渴盼；而灾害，给
地方财力并不雄厚的文昌更是“伤口上
撒盐”，此时，没有什么比树立重建的信
心更为重要。

10月底召开的那一次文昌市委常委
会，市委书记裴成敏连续8天进村调研
后，在会上做出承诺：原定11月底完工的
房屋修缮工作再提前15天！“完不成，我
和市长上电视作检讨！” 下转A03版▶

11月24日，航拍文昌市昌洒镇白土村。在超强台风“威马逊”中，该村98%农房受损。目前，受损农房已经全部修复完成，村貌焕然一新。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 浪淘沙

我省农房保险试点工作日前
正式启动，文昌、澄迈、万宁三个
市县的农村住房可以投保农房保
险。农房保险试点过程中引入竞
争机制，尝试由两家保险公司共
同开展业务，最大限度提升保险
服务水平。（见本报11月 30日
A02版）

几个月前，超强台风“威马逊”
给我省城乡居民财产造成巨大损
失，其中农房损毁情况尤为严重。
如何引入保险机制，为农户筑起

“防风墙”，成为引发社会思考的
问题之一。此次在三个台风高发
区的市县试点农房保险，足以看
出政府的良苦用心。为引导更多
的农民参保，其中60%的保费由政
府负担，让群众真正享受到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的成果。

海南是台风多发区，农民财
产易受自然灾害影响。但由于我
省保险市场规模小、基数小，再加
上风险大，农民参保意识不强等
多重因素制约，对农房、农作物纳
入投保范围，一些保险企业的积
极性、主动性不高。在这种情况
下，就需要政府主动多做沟通协
调工作，激发保险企业的社会责
任感，从而提高农民财产抗自然
风险的能力。开展农房保险试
点，就是一件大好事、大实事，希
望这样的惠民工程越多越好。

农房保险，
农户的“防风墙”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记者樊曦）记者30
日从中国铁路总公司了解到，铁路客票延长预售期
后，为了最大限度方便旅客，让旅客充分利用车票资
源，铁路部门将进一步优化退票、改签规则。对开车
前15天以上退票的旅客，将不收取退票费。

据了解，12月1日起全国铁路客票预售期逐步调整
为60天，12月10日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自12月3
日起，铁路部门将实行新的退票、改签规则。

铁总有关负责人表示，铁路部门对15天以上的退
票不收取退票费主要考虑是，15天为车票再次销售留
出了比较充分的时间，铁路公共资源能够得到比较充
分的利用。

同时，为了让更多的旅客最大限度利用车票资
源，减少占票浪费运力，同时也便于已持有车票旅客
的行程调整，在其他列车有余票时，可以改签发到城
市相同的车票。具体是，开车前48小时以上，可改签
预售期内的任意车次；开车前48小时以内，可改签从
办理改签之时至票面日期当日24：00之间的其他车
次，不办理票面日期次日及以后的改签；开车之后，旅
客仍可改签当日其他车次。 下转A03版▶

(相关报道见A03版)

火车开车前15天退票
不收取退票费

我省近年来扎实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渐成风气

法治春风拂琼岛

今年的报考和参考人数约
比去年下降10万人左右

国考“降温”的背后

弗格森涉案警察
威尔逊辞职

福建武平一百姓
被误当野猪打死

尼日利亚清真寺
遭炸弹袭击
120人丧生 270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