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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12月 1日讯 （记者周
元）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罗保铭主持召
开省委常委会，研究《中共海南省委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送
审稿）》等省委六届七次全会相关文件，
并决定将这些文件提交于12月4日召
开的省委六届七次全会审议通过。

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定之，省委副
书记李宪生，省委常委许俊、陈辞、马勇
霞、李秀领、毛超峰、孙新阳、刘新出席
会议。省政协主席于迅，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符跃兰、毕志强列席会议。

省委高度重视十八届四中全会精
神的贯彻落实，成立了由罗保铭任组长
的起草组，研究起草我省的贯彻落实意

见，先后召开不同层面的系列座谈会，
征求意见建议，集思广益。在此基础
上，经过不断修改完善、数易其稿，形成
《中共海南省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的意见（送审稿）》。

会议对文件的起草工作给予肯定，
强调要在精准把握中央精神的基础上，

进一步吃透海南省情，以着力破解制约
法治海南建设的突出问题为导向，更加
聚焦、更加注重可操作性。对这次常委
会及各有关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要仔
细研究、推敲、吸收，进一步完善，使之具
有海南特色、文风务实准确，为新形势
下加强法治海南建设提供正确指导。

会议研究了成立省委信访工作领

导小组相关事宜，强调信访工作事关社
会和谐和百姓切身利益，也是反映党和
政府工作人员工作作风的重要表现，各
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加大对信访工
作的统筹指导力度，坚持常抓不懈。

会议还决定命名表彰第九届海南省
双拥模范城（县、区）、模范单位和个人。

会议研究了其它有关事项。

罗保铭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

研究省委六届七次全会相关文件
蒋定之李宪生出席 于迅列席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
发《关于加强政府网站信息内容建设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部署进一步做好政府网站信息内容建设工
作，着力解决部分政府网站内容更新不及时、信息发布
不准确、意见建议不回应的问题。

《意见》提出五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明确政府网
站信息内容建设目标。要求将政府网站打造成更加及
时、准确、有效的政府信息发布、互动交流和公共服务
平台，为转变政府职能、提高管理和服务效能，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积极作用。二是加
强政府网站信息发布。强化信息发布更新，加大政策
解读力度，做好社会热点回应，加强互动交流。三是提
升政府网站传播能力。拓宽网站传播渠道，建立完善
联动工作机制，加强与新闻媒体协作，规范外语版网站
内容。四是完善信息内容支撑体系。建立信息协调机
制，规范信息发布流程，加强网上网下融合，理顺外包
服务关系。五是加强组织保障。完善政府网站内容管
理体系，推进集约化建设，建立网站信息内容建设管理
规范，加强人员和经费等保障，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加
强业务培训。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通过政府网站加强
与公众的互动交流，接受社会的批评监督。开办互动
栏目的，收到网民意见建议后，对其中有价值、有意义
的应在7个工作日内反馈处理意见，情况复杂的可延
长至15个工作日。

国办印发意见加强政府网站信息内容建设

剑指更新不及时等问题

本报海口12月1日讯（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孟令义）近日，举报违法食品加
工窝点的举报人李先生到省食安办办理
领奖手续，工作人员按照相关规定为他
发放了1.46万元奖金。这是《海南省食
品安全有奖举报实施办法》自2012年实
施以来发出的首笔万元奖金。这是记者
今天从省食药监局获悉的。

今年以来，省食药监系统共接到群众
举报线索1637件，同比增长257%，向举
报人发放奖金2.78万元，同比增长348%，
在全社会基本形成了公众广泛参与食品安
全管理、积极提供案件线索的浓厚氛围。

据介绍，为改变过去“罚款按下限的
多、按上限的少，罚款的多、吊销许可证
的少，行政处罚的多、追究刑事责任的
少”的做法，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今年以来，省食药监系统采取“零容
忍”的态度，严惩重罚食品安全违法犯罪
行为，该罚款的一律按上限处罚，该吊销
许可证的一律吊销许可证，该追究刑事责
任的一律从速移送司法机关。同时欢迎
和鼓励公众举报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
罪行为，对举报属实的，将给予最高50万
元奖励，并严格为举报人保密，保证举报
人合法权益。投诉举报电话为12331。

举报违法食品加工窝点

举报人获
1.46万元奖金
系我省食品安全举报首笔万元奖金

本报海口12月1日讯（记者侯小
健 通讯员陈长吉）总投资232.3万元、
全长3.9公里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握岱老村至握岱新村公路近日完工，
使这两个村的400多名村民出行更加
便捷。这是我省农村公路连通工程建
设的一个缩影。记者今天从省通畅办
获悉，今年1月-11月，我省农村公路
连通工程项目完成投资2.6亿元，完成
公路总里程436公里，占省交通运输

厅下达年度任务的96.9%。共惠及村
庄290个，惠及人口约20万人。

另悉，2011年至今年11月底，我
省连通工程公路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6.28亿元，项目共计443个，总长1019
公里。完成桥梁41座，总长1368.884
米。完成客运站 4个。共惠及村庄
690个，人口约65万人。

记者近日在部分农村采访时看
到，一条条全新的混凝土路面将一些

自然村连通，村民告别了坑洼不平的
尘土路，走上了令人舒心的小康路，脸
上溢满了笑容。

省通畅办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十
二五”期间，为巩固“十一五”农村公路
通畅工程建设成果，交通运输部同意
每年给我省安排一定额度的补助资
金，小规模实施人口较多的自然村公
路、村与村之间的断头路等农村公路
建设专项工程，即农村公路连通工程。

我省农村公路连通工程今年已完成436公里

20万农民走上舒心路

本报三亚12月1日电（记者张靖
超 特约记者罗佳 通讯员周君）今天下
午，三亚市公安局向16名外来务工人
员发放居住证，据悉，这16人均为在三
亚工作的流动人口，意味着三亚正式开
始办理发放流动人口居住证。

据三亚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人口管理
大队负责人杨海波介绍，流动人口居住证
持证人享有其子女可在三亚接受义务教
育、持证人及其子女均可在本市享受国家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可以申请本市公
共租赁住房等11项与市民同等待遇。

据了解，申办居住证时，申办人应
携带居民身份证、住所证明、《海南省流

动人口信息登记表》或《暂住证》，携带未
满16周岁子女的，还应提供子女户口簿
或户籍证明。而申办人属已婚育龄妇女
（20周岁至49周岁）的，还应提供现居住
地出具的人口信息卡。全市各个公安派
出所都设有《居住证》受理点。

“今年10月17日，《三亚市流动人
口居住证管理暂行办法》颁布并实施，
目前已在月川派出所等部分受理点试
行发放工作，本月6日起将在全市全面
发放。”三亚市副市长、市公安局长李向
明表示，推行居住证制度有助于建立普
惠流动人口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解决
流动人口“市民化、同城化”待遇问题。

三亚发放首批流动人口居住证
持证人享受11项待遇

中央媒体看海南

■ 人民日报记者 丁汀

在海南，每年约23万吨的槟榔鲜
果交易量中，有12万吨左右产自万
宁。长丰镇，是万宁槟榔生果产量冠
军——约占全市产量的2/3。长丰镇
的黄山村更是业内有名的槟榔村：家

家户户种槟榔。
村民王进才承包槟榔园300亩，

种植槟榔 3万多株，年产量超 20万
斤。66岁的他种槟榔已经三四十年
了，他管的槟榔林，一年收入的1/3一
定会用于再生产。要是周围街坊四邻
的槟榔种不好，产量上不去，交给他代
管几年，肯定变模样。

他还有加工槟榔的“新武器”。走
进一排工棚，记者发现老王的“新武

器”件件都是大家伙。一袋袋鲜果整
齐地躺在地上，工人把它们放进自动
化煮沸池中，到了时间，自动煮好捞
起沥干，小型搬运车直接搬到环保热
泵槟榔烘干机进行烘烤。8小时后，
生果初加工结束。2000斤生果，一
天时间，三个人，挑挑拣拣，就可以上
市了。

“这简直就是个现代化的绿色槟
榔加工厂。”记者惊叹。王进才谦虚

地说：“这是我和两个人合作搞的，只
有21台电烤炉，算是个小作坊。现在
村里有十几户电烤炉比我多。生果
才8元一斤，加工后每斤33—35元，
三斤生果加工一斤干果还是有得
赚。”

王进才说：“以前加工槟榔烧土
灶，烟熏火燎的，站起来都睁不开眼，
从早到晚烘不了几斤，还有两成左右
是次品。” 下转A03版▶

人民日报图文报道海南万宁槟榔加工环保升级

槟榔老农的新武器

■ 浪淘沙

日前，笔者到海口某银行网点办业务，碰巧遇
上一位老者向银行工作人员投诉，称该网点办事
效率低，等候近两个小时，窗口只办了十来笔业
务，让人等得心急火燎。

客户长时间等候的现象，在海口一些金融网
点并不鲜见。譬如，一些网点服务窗口设得多，但
为节省人工成本，空岗、缺岗的现象非常严重。再
如，不少客户利用午休时间办业务，然而一些银行
网点却忽视这种需求，只保留个别窗口值班，让人
只能望“窗”兴叹。尽管客户对此类现象诟病较
多，投诉提意见也不少，但改进效果却不明显。银
行网点效率低，除了与少数业务人员的工作素质
有关外，还与服务理念有很大的关系。说到底，还
是这些“窗口”单位的服务意识不够，市场竞争的
意识不强，未能将客户至上的理念真正融入工作
之中。

如今，大多数金融网点的硬件越来越好，服务
大厅越来越富丽堂皇，但是，硬件上去了，服务意
识、市场理念等“软件”却不能掉队。否则，客户会
用脚来投票，最后利益受损的还是“窗口”自身。

“窗口”应少唱空城计

B08版 体育新闻

B05版 海南新闻

日前，日本农林科学研究所专家稻
叶优慈在东方市新龙镇给日本玫珑网
纹甜瓜称重。

玫珑网纹甜瓜来自日本，是有机
甜瓜中的精品，种植难度大、技术要求
高，先后在三亚、保亭、湛江等地试种
均告失败。海南纯绿农业研发有限公
司东方新龙镇基地经过1年实验，种
植65亩玫珑网纹甜瓜获得成功，预计
亩产达7000斤左右。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日本甜瓜
东方试种成功

本报海口12月 1日讯 （记者彭
青林）今天下午，省长蒋定之在海口
会见了来访的泰国南部五府尹代表
团团长、普吉府府尹尼席·詹宋文一
行。

泰国南部普吉、董里、拉侬、攀牙、
甲米五府，位于安达曼海之滨，以阳
光、沙滩和热带作物闻名，被誉为“安
达曼五府”。蒋定之对泰南五府尹代
表团的到访表示欢迎，对普吉府在

“2014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上获
得“对华友好城市交流合作奖”表示祝
贺。他说，普吉府、拉侬府两位府尹刚
刚上任，就来到海南访问，体现了对巩
固和发展与海南关系的高度重视。海
南和泰南五府有相似的产业形态、自
然资源禀赋等，传统友谊悠久深厚，各
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拓展，去年琼泰贸易
额达4.7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两
倍，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合作空间广

阔、潜力巨大。
蒋定之表示，地方之间的友好交

往既是国与国之间友好交流的重要方
面，也是实实在在造福两地百姓的重
要途径。海南与泰南五府的交流合
作，在不断发展的中泰传统友谊中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进一步深
化双方合作，推动海南和泰南地区关
系迈上新台阶，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
深入推动农业合作，加强优良品种选

育、农产品深加工等方面的技术交流，
在橡胶、水果、育种等产业展开务实合
作；二是加快开通海口至曼谷的直达
航线，抓住机遇丰富旅游合作，共同开
拓海外旅游市场；三是继续加强人文
交流，以2015年海南省与普吉府缔结
友好城市关系10周年为契机，开展体
育、文化、艺术等交流活动，巩固双方
友好关系。 下转A02版▶

(相关报道见A02版)

蒋定之会见泰国南部五府代表团客人

本报海口12月1日讯（记者单憬
岗 通讯员陈艺元 陈嘉萱）这段时间海口
国家高新区内，海南澳美华制药有限公司
投资1.3亿元建设的新厂项目正在进行竣
工验收，预计将于12月底投产。海口国
家高新区今年以来大力推进项目建设，该
区共有14个项目计划今年实现投产。

目前计划实现投产的14个项目中，
包括海南立昇净水器一期生产基地（省
重点项目）、中化联合生产基地（市重点
项目）、海南灵康药业GMP新建项目
（市重点项目）等7个亿元以上大项目。
这些项目的建成投产，将在2015年形成
新的增长点，产值预计增加数十亿元。

今年以来，海口国家高新区在完善
基础设施、推进园区招商的同时，坚持把
推进项目建设作为加快园区经济发展的
一项重要举措来抓。制定出台了《海口
国家高新区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实行
项目跟踪机制，园区每个部门均有跟踪
服务的企业；管委会与各部门签订工作
目标责任书，对涉及项目建设方面进一
步量化细化；定期召开项目建设协调会，
协调解决企业在建设过程遇到的各种困
难；加强对新签约项目提供便捷高效的
一站式服务，提高审批效率；采取倒排工
期、强化责任、现场办公、定期通报、加强
监管等举措，扎实推进项目建设。

海口高新区
14个项目今年投产
其中亿元以上大项目7个

流动人口居住证持证人享有：
子女可在三亚接受义务教育、持证人及其子女均可享受国家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政策、可以申请本市公共租赁住房等11项与市民同等待遇

申请流动人口居住证的外来人员应为非三亚市户籍
申报时除依法申报居住登记外
还须年满 16周岁且未满60周岁

在本市有合法固定住所，并居住满6个月

享受权益

申请条件

制图/张昕

儋州“白衣天使”
救起落水女孩
持续做30分钟心肺复苏，创生命奇迹

围棋泰斗吴清源逝世
享年百岁

海南观鸟游
如何振翅高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