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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单憬
岗 通讯员王亚琴）海口市政市容委今
天公布了上周市政市容较差的路段、店
铺和工地。据悉，这代表着海口市市容
管理启动了“末位曝光”制度。

为强化城市管理的全民意识，提高
社会参与度和市民自管能力，海口探路
城市管理长效机制，市容管理决定启动

“末位曝光”制度。曝光内容为每周每
个区曝光一条“占道经营最严重”的路
段、一条“卫生最差”的路段、一条“乱
张贴、乱吊挂最多”的路段、三家“门前
三包最差”的店铺、一个“污染最严重”
的工地。

海口市容管理
启动“末位曝光”
每周公布市政市容较差路段
店铺工地

■ 本报记者 李关平 程范淦
通讯员 陈思国

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长埇小学
校门前路段，斑马线不清晰，没有减速
带或警示标志，学生走出校门后总是提
心吊胆。网格员下班经过听到学生的
一声抱怨，他立即拍照并录入系统上
报。县社会管理信息指挥中心将事件
交办给公路局，半个月后，路面装上了
减速带和警示标语。

这是陵水政法综治部门创新社会管
理为民办实事的一个例子。作为东部沿

海市县，陵水近年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社会管理出现许多新问题亟待化解。

陵水县委书记王雄表示，陵水正处
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
凸显期，当地正在探索构建“党政领导、综
治牵头、部门协作、公众参与”的新型社会
管理服务格局，目的是有效化解矛盾和问
题，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个平台联动多部门

“社会管理领域的诸多问题，多以
矛盾纠纷或各种案件的形式汇聚到政

法综治部门手中。因此，陵水县委、县
政府将政法综治部门作为社会管理创
新的主力军。”陵水县委副书记、政法委
书记、县综治委副主任许红梅说。

2013年，县综治委打造社会管理
信息指挥中心平台，改变了过去综治委
成员单位各自为政状况，平台系统与全
县89个部门联动，群众反映的诉求或
问题，通过平台系统传给部门解决，并
全程跟踪督办。

椰林镇一家幼儿园老师陈女士两
年前参加县教育局成人教育，但今年9
月毕业后拿不到毕业证。“毕业证事关

工薪福利，急啊！”陈女士说。
10月23日，她将问题通过电话反

映给县社会管理信息指挥中心，中心
将问题交由县教育局办理。11月 4
日，教育局在系统中回复“结案”。原
来，陈老师的成人教育档案中少了一
份表格，经教育局联系其补填后，毕业
证即可补发。

“平台交办的事件，县领导都在盯
着，百姓都在看着，我们就像上了紧箍
咒。”陵水县教育局负责人说，但换个角
度思考，这个平台也为职能部门提供了
一个倾听民意和解决诉求的渠道，及时

解民忧，群众的笑脸自然多了。

一张“网”连接千万家

然而，如果反映诉求的渠道仅仅
是电话，对某些群体来说，可能很不
方便。陵水提蒙乡一个边远的苗村，
有20多名老人由于子女长期外出打
工、腿脚不便等多种原因，没能办理
新农保。

网格员卓怀龙了解情况后，一方面
立即向县社会管理信息指挥中心发送诉
求，诉求被转至县农保局，下转A04版▶

1个平台+5个渠道+431个网格，陵水建起新型社会管理立体网络

一网织出百姓“贴心衣”

■ 本报记者 侯小健

西环建设火热，迁改喜传捷报。
11月1日，西环高铁油气管线迁

改完成；11月 29日，220千伏华长 I
线、II线电力迁改竣工……至此，西环
高铁“三电”（电力、通信光缆、广电线
路）及管线迁改基本完成。

“这回我们可松口气了，因为影响
西环主体工程的迁改已完成，目前还
余下少量的通信、地下给排水管迁改，
但不影响主体工程，可在土建施工时

预留管涵，同步迁改。”省跨海办（铁路
办）巡视员郭保红说。

“三电”及管线迁改的完成，意味
着我省打赢了一场攻坚克难的“接力
赛”，为西环高铁建设扫清了障碍，为
项目建设赢得了时间。

统筹协调 凝聚合力

“可以说，‘三电’及管线迁改是西
环高铁施工中的重要环节，仅海口至
三亚凤凰机场段迁改点多达3537处，

如不能顺利推进，将严重制约主体工
程建设。”郭保红说。

西环高铁建设工期紧，主体工程
与“三电”迁改同时进行，加上“三电”
迁改点多面广，迁改难度大。建立统
筹协调机制，凝聚各方合力必不可少。

据了解，省委、省政府先后两次召开
西环建设现场推进会，对需我省配合完
成的“三电”及管线迁改等进行了全面部
署。省直部门和各有关单位也密切配
合，打响一场攻坚克难的“接力赛”。

省跨海办（铁路办）发挥牵头协调

作用，重点针对高压电力迁改和油气管
线迁改两大难点，组织各相关方面制定
了详细工作方案，明确每个迁改点的任
务、时间和责任人，一竿子插到底。

“尤其是建立‘四方联席会议’制
对迁改起到了关键作用。”郭保红说。
针对35KV及以上高压电力迁改工作
一度滞后的局面，省跨海办（铁路办）
牵头建立了由海南电网公司、海南高
铁公司、中铁二局组成的“四方联席会
议”制，每周两会，对电力的快速迁改
起到关键作用。 下转A03版▶

经过近一年鏖战，西环高铁“三电”及管线迁改基本告捷——

政企“快”迁改 西环“早”清障

■ 本报评论员

古人言：“天下之事，不难于立
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依法治省、建
设法治海南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依
法行政。依法行政做得如何，是衡量
依法治省、法治海南建设成败的重要
指标。

依法行政是法治的题中应有之
义。依法行政事关政府公信力和合法
性。政府一切权力来源于法律，法无

授权则不可为，其只能根据法律来行
使权力，管理社会。从政府职能上讲，
行政机关的基本职能是执法，用法治
精神来建设现代政府事关人民群众的
切身利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
出，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
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建立权责统
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建
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
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
府。所以，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

设法治政府，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省、
法治海南建设的重中之重。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依法行政的
一个先行条件，就是所依之法要为“良
法”。现行的法规法律不但有些重叠、
过时，而且有一些规定不明确、不具
体，缺乏可操作性。所以，要为现行的
相关法规“去瘤”、“瘦身”、“定型”，从
源头解决一些行政执法部门职能重
叠、交叉，执法机构多元、管理多头的
弊病。 下转A06版▶

坚持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
——四论深入贯彻依法治国精神开创法治海南建设新局面

上周较差路段：

科技大道、金垦路、南海大道、
博巷路、琼州大道、勋亭路、青年路、
海府一横路、板桥路。

上周较差店铺：

华诚易宏店、屯昌雄记黑猪骨
汤店、好如意农家菜、宝岛家具批
发、广味烧腊快餐店、信发感应洁
具、戒不掉休闲吧、南园茶店、奇来
香美食店、沙县小吃店、创新茶园、
定安农家骨头汤。

上周较差工地：

齐鲁制药二期工程、海口新大
洲教师住宅小区（施工二标）、东逸
明都商务酒店。

据新华社石家庄12月10日电（记者罗沙 齐雷杰）
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10日对发展改革委原副主
任刘铁男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对刘铁男以受贿罪判处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02年至
2012年，被告人刘铁男在担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产
业发展司司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司司长、副
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南山集团有限公司等
单位及个人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其子刘德成收受上
述公司或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3558万余元。

(相关报道见B01版)

10年受贿3500余万元

刘铁男一审被判无期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洪宝
光）从今年12月10日至2015年2月10
日，我省将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
况专项检查。对近3年发生拖欠农民工
工资3起以上、或拖欠数额50万元以
上、或拖欠人数达20人以上的施工单
位及劳务公司，以及因拖欠工程款导致
施工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2起以上的建
设单位，要对其法定代表人进行约谈。

今天，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公
安厅等8个单位联合下发通知，从今年
12月10日至2015年2月10日在全省

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
专项检查重点是使用农民工的各

类用人单位，特别是招用农民工较多的
建筑施工、加工制造、餐饮服务及其他
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个体工商户
等。专项检查内容为用人单位按照工
资支付有关规定支付农民工工资、遵守
最低工资规定及依法支付加班工资情
况；企业经营者拖欠农民工工资逃匿的
情况；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情况等。通过专项检查，要确保春节前
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基本结案、群体性

事件得到妥善处理、涉嫌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罪案件及时移交司法处理，切实维
护广大劳动者的工资报酬权益。

对存在拖欠工资问题的用人单
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按照《劳
动保障监察条例》有关规定，责令其改
正，对拒不改正的，处以罚款；对无故
拖欠农民工工资数额大、时间长、性质
恶劣的用人单位，在依法处理的同时，
还要按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有关规
定向社会公布。对近3年发生拖欠农
民工工资3起以上、或拖欠数额50万

元以上、或拖欠人数达20人以上的施
工单位及劳务公司，以及因拖欠工程
款导致施工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2起
以上的建设单位，要对其法定代表人
进行1次约谈。

被曝光公布或被约谈的用人单位
出现新拖欠的，要加大处罚力度，落实

“黑名单”制度，并录入银行征信系
统。对恶意拖欠、情节严重的，可依法
责令停业整顿、降低或取消建筑施工
企业资质，直至吊销营业执照，清出我
省建设施工市场。

我省专项检查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确保春节前基本结案

企业欠薪超50万元将被约谈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刘贡）海口红树林

乡村旅游区栈道、游船项目价格听证会今天举行。这
是《旅游法》实施以来，我省第一例通过听证会程序确
定景区经营项目定价的听证会。

本次听证会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在参会的代表中，
消费者代表占一半。20名听证代表参加听证会，无人
反对收费。听证代表认为，海口红树林乡村旅游区坚
持规划引导，保护在先，高品质建设，根据市场配置资
源和合理回报的原则，对栈道、游船收取经营性项目收
费，实属必要，也是国内同类景区通行的做法。为让利
于民，代表们认为定价宜就低不就高，且要配套相关惠
民政策。据悉，本次听证会的结果将形成听证报告，报
省物价局定价时参考。 (相关报道见A05版)

海口红树林栈道和游船项目价格听证

听证代表认为
定价宜就低不就高

海口举行燃气管道泄漏爆炸事故应急处置演练，消防人员现场灭火。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刘贡 通讯员张亚
李凡）11日傍晚起，我省将受两股中等偏强冷空气连
续影响（11日傍晚-14日白天，15日夜间-19日），降
温明显，最低气温累计降幅可达7-9℃，并伴有降雨和
海上大风。

11日傍晚-14日白天，全岛阴天间多云，东北部地区
有小雨；过程最低气温出现在12日，西北部内陆和中部
山区12-14℃，南部地区16-18℃，其余地区14-16℃。
14日夜间-15日白天，全岛阴天转多云，气温回升。

15日夜间-19日，受新的一股冷空气影响，全岛
阴天间多云，东北部地区有分散小雨，其中16日夜
间-17日有间断性晴天；过程最低气温将出现在17
日-18日，中部山区9-11℃，东部和南部地区14-
16℃，其余地区12-14℃。

由于连续影响我省的冷空气将带来长时间的低
温，并伴有降雨天气，省气象部门提醒农民提前给冬
季瓜菜做好防护。

两股冷空气连续来袭

琼岛今起大幅降温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李佳
飞 实习生潘媚）“110吗？我们的挖掘机
挖到燃气管道，爆炸着火了！”………今
天，海口举行燃气管道泄漏爆炸事故应
急处置演练，公安、消防、水务等部门迅速
联动，在海口市公共安全联动指挥中心
的统一调度下，紧急处置模拟事故现场。

日前，海口已整合公安、“三防”、

民防、“120”等多个部门的指挥调度资
源，组建了公共安全联动指挥中心，并
将之作为日常城市管理和社会综合治
理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今天，海口
市公共安全联动指挥中心正式启用。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陈辞，省
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毛超峰观摩演
练活动。

■ 郑彤

我省从昨日起组织开展农民
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确保春
节前农民工工资案件基本结案。

让务工者不再遭遇讨薪难，不
仅是职能部门牵挂百姓冷暖的分
内事，更是地方政府回应民生关切
的必答题，容不得责任缺位，来不
得半点马虎。在讨薪易发期来临
前未雨绸缪，展开多部门合作、多
环节发力的专项检查，对相关行业
的薪酬支付进行摸查，对问题企业
的违法违规进行查处，不仅有利于
防范“讨薪综合症”的发作，把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接上

“海南地气”，落到海南实处，维护
务工者的正当权益，保证劳资市场
的正常秩序。对于农民工有序地
融入城镇、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
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就是
保障法治正义。需要看到，提升农
民工的社会地位，不是一句空口
号；营造全社会关心农民工的氛
围，也不是一个样子活，不仅需要
全社会的共识共为，还需要持续用
力的久久为功。

莫让务工者
再遇讨薪难

燃气管道爆炸？
应急处置演练！

海口一对母子私家车内遭遇劫匪
持刀抢劫

“良哥”一声吼，
歹徒惊吓逃窜了
东环高铁海口东站

“黑三轮”扎堆
三乱象难忍

美国酷刑报告揭更多惊人内幕

小布什曾被受刑画面
“恶心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