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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直属国家开放大学2015年春季招生
各市县报名点

本科

小学教育、法学、学前教育、旅游、会计学、
行政管理、汉语言文学、建筑施工与管理、
工商管理、水利水电工程与管理、物业管理、
计算机信息管理、药学、工程造价管理、金融、
园艺、涉外旅游、乡村旅游开发与管理。

文 昌
琼 海
三 亚
屯 昌
五指山

儋 州

昌 江
东 方

免成高考试国际国内承认学历

汉语言文学、法学、会计学、工商管理、土木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行政管理、小学教育、
学前教育、水利水电工程、金融学。

颁发国家开放
大学毕业证书，
教育部电子注册，
国家承认学历，
本科可授予学位

专科

层次 专业名称 毕业及颁证
63299166
62819613
88214928
13876671866
86623720
23860661
23885117
26655277
25583266

本报海口1月6日讯 （记者彭青
林）按照中央的部署与要求，1月5日至
6日上午，省委常委班子用三个半天召
开2014年度民主生活会，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

“严格党内生活、严守党的纪律、深化作
风建设”为主题，以认真贯彻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四风”、持续抓好
整改落实为重点，深入查摆问题，认真
剖析根源，经受了一次党内严肃政治生
活的洗礼，进一步提高了认识，统一了
思想，增进了团结，认清了存在的问题，
明确了整改方向和措施。

省委书记罗保铭主持会议，代表省
委常委班子作对照检查并带头对自身

存在的问题进行查摆和剖析。中央第
二督导组组长陈建国全程到会指导并
讲话。省委副书记刘赐贵、李军参加会
议并发言。省委常委许俊、陈辞、马勇
霞、李秀领、毛超峰、孙新阳、刘新、张琦
逐一作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
评。

这次民主生活会是教育实践活动
基本结束后召开的第一次年度民主生
活会，也是反“四风”、转作风的延续和
深化，省委对开好这次民主生活会高度
重视。会前，省委常委会严格按照中央
要求，认真组织学习中央规定的学习内
容，并专题学习讨论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开门纳谏征求意见588
条；常委班子成员之间深入开展了谈心
谈话；认真撰写、反复修改对照检查材
料，其中班子对照检查材料十易其稿；
中央督导组进行了审核并提出修改意
见，为开好民主生活会打下了很好的基
础。

会议首先通报了省委常委班子教
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任务
落实情况和会前征求意见情况。教育
实践活动中，在中央督导组的严格把关
和精心指导下，省委常委会专门制定了
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方案，提出了加强
自身思想政治建设、强化正风肃纪、集
中开展专项整治、抓好建章立制等4个

方面33项整改任务，逐项明确责任、逐
项落实措施、逐项跟踪推进，确保了整
改承诺不折不扣兑现到位。

大家在对照检查中，从贯彻执行民
主集中制、遵守党的纪律、坚决反对“四
风”和履职尽责等四个方面深入查找问
题，主要表现为9方面的问题：一是贯彻
执行民主集中制还不够严格；二是决策
的前瞻性、系统性、针对性、战略性有待
提高；三是对干部的教育监督管理失之
于宽；四是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还
没有落实到位；五是反“四风”的工作标
准与中央要求还有距离，长效机制亟待
完善；六是学风不浓、学而不深、学用脱
节没有完全解决好；七是联系群众、为民

办实事的自觉意识还不够强，一些带有
长远性和根本性的民生问题亟待解决；
八是对工作中的重大决策、重点改革的
跟踪问效不够，较真碰硬不够；九是敢于
担当、敢啃硬骨头的劲头不足，等等。
针对这些问题，省委常委班子从理想信
念、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党性锻炼修养、
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运用法治
思维和改革办法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
力等方面深入剖析根源，有针对性地提
出了6个方面的整改意见：持之以恒加
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深刻认识“7个
有之”的危害性和严重性，坚决预防“7
个有之”；带头严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
纪律、廉政纪律； 下转A03版▶

省委常委班子召开民主生活会

接受党内严肃政治生活洗礼
严明党的纪律 深化作风整改
罗保铭主持并讲话 中央督导组组长陈建国到会指导并讲话

开栏的话 回眸2014，站在“全面深化改革元年”这一新的历史起点，海南省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蹄疾步稳”，勇
往直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将更加自信地迈进2015——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
年！从今日起，本报开辟“全面深化改革一年来”专栏，展示一年来我省各项改革
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亮点、新变化、新进展和新成就。敬请关注。

本报海口1月6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蒋亚
东）近日，国家发改委完成红岭灌区工程概算核定工
作，核定工程概算总投资 57.73 亿元，比可研批复
49.08亿元增加8.65亿元，其中中央投资26.55亿元，
比可研批复21.1亿元增加5.45亿元。

该工程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获得中央补
助投资最多的单个项目，也是建省以来从立项到完成
概算核定审批工作推进速度最快的水利项目。工程概
算的核定，标志着红岭灌区前期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为项目顺利开工建设迈出了关键性一步。

目前，省发改委正在进行初步设计报告批复工作，
确保红岭灌区近期开工。

红岭灌区概算总投资
通过国家核定
系海南建省以来获中央补助

投资最多的单个项目

本报海口1月6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苏乾）记者从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了解到，《海南国际旅游岛特色
风情小镇（村）建设总体规划（2011—
2030）》（以下简称《规划》）今天正式
印发各市县相关部门贯彻执行。

依据《规划》，我省特色风情小镇
（村）建设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将建
设55个特色旅游风情小镇，500个特
色风情村；到2030年打造100个特色

旅游风情小镇，1000个特色风情村。
各市县每年至少抓一个特色风情小镇
建设，争取通过若干年的滚动建设，把
特色风情小镇打造成国际旅游岛的特
色名片。

按照《规划》，我省东部组团旅游
资源开发相对比较成熟，要依托著名
风景区，发展热带农业和滨海度假观
光旅游、海洋旅游等东部特色旅游风
情小镇（村）；西部组团依据全省产业

布局，充分利用西部产业优势资源，发
展特色产业型旅游风情小镇和文化旅
游风情小镇（村）；中部组团优先开发
绿色生态旅游和民俗风情旅游。

《规划》还对特色旅游风情小镇
（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旅游接待设施、
环境保护与风貌建设控制、旅游产品开
发等方面提出指导意见，列出了100个
特色旅游风情小镇、1000个特色风情
村名录，并进行了详细分类说明。

海南特色风情小镇（村）建设总体规划发布

到2030年打造100个特色风情小镇

■ 本报记者 张谯星

这两天，某旅行社负责人吴先生
迷上了用微信来办公。点开微信，他
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海南省人民政
府政务服务中心”上实时查询出境旅
游组团的审批进展。

“不用像以前那样托人打听、求人
办事了。”吴先生高兴地说。让吴先生
感触颇深的，正是我省一年来深化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所取得的成效。一年间，
我省紧紧围绕进一步简政放权、规范优

化审批流程、全面推行网上审批、科学
监督、审批便民服务、探索试行负面清
单管理等六大改革任务，推动政府职
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
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建设
法治政府、服务政府。

做好加减法
瘦身、提速、便民、规范……一年

来，这些关键词始终贯穿海南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的整个进程。省政务中心
主任王静介绍，我省先后制定和出台

了24个改革文件，其核心就是要把政
府权力尤其是审批权限关进制度的笼
子，用权力“减法”换市场和社会活力

“加法”。
去年，我省取消、下放、调整审批

事项313项，取消和免征行政事业性
收费11项。清理后省级保留442项，
同比减幅达43%，实现省政府提出的
2014年比2013年精简行政审批事项
三分之一的目标。

针对投资建设项目审批部门多、
环节多等难题，我省推行“五阶段”并
联审批，审批时间从799天压缩为37
天，着力破解“审批万里长征”难题。

企业登记制度改革了，市场活力
才能进一步激发。我省率先实行“先
照后证”、“注册资本认缴制”等制度，
大幅度取消前置审批。工商登记注册
的前置许可从180项减为12项。据
统计，去年1-11月，全省企业新增登
记30.84万户， 下转A07版▶

行政审批改革“改”出新速度

本报海口 1 月 6 日讯（记者郭景
水 通讯员黄钱 王成诚）记者今天从
省编办获悉，为进一步深化乡镇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我省决定在海口市美
兰区演丰镇、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
岭镇开展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
革试点工作。

本次试点按照强镇扩权的原则，将
赋予试点乡镇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
权限，着力下放城建、环保、治安等涉及
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的行政管理权
限。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赋予相应的财
力，增强发展能力。职权发生变化，机
构设置也要相应调整。试点乡镇政府
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因地制宜、

灵活设置机构，并由所在市县通过调剂
的方式适当增加人员编制。

省编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次试点
意义重大，不仅能够破解乡镇政府面临
的责任大、权力小、功能弱等体制机制
障碍，而且能有力推动乡镇经济社会发
展，镇域经济的发展将反哺县域经济发
展，最终加快我省城镇化进程，形成良
性的互动模式。这次试点的两个乡镇
是经过充分论证后选取的，演丰、湾岭
一个位于北部沿海、一个在中部山区，
代表我省乡镇发展的两种形态。

目前，试点乡镇所在市县正在抓
紧拟定具体的试点方案，计划今年正
式实施。

我省试点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演丰镇湾岭镇先行试水

去年6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花卉中心，承担了从
荷兰引进15个多头彩色菊花新品种的省重大科技项目。如今，试种获得成功，已开
始向香港、广东等地供货。图为1月6日，项目主持人廖易博士（右）正在记录从荷兰
引进的多头彩色菊花怒放状态。 本报记者 苏晓杰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荷兰多头彩菊
海南试种成功

本报海口1月 6日讯 （记者单憬
岗 实习生张晓甜）今天，记者走进海口
的三江农场、北港岛等曾遭超强台风

“威马逊”肆虐的重灾区，看到损坏的房
屋修缮一新，重建的房屋高大敞亮，村
庄焕然一新，村民脸上洋溢着笑容。

如今，全市农村受灾群众唯一住房
倒塌户重建房屋已于去年12月29日全
部竣工；而全市因灾损坏房屋已于去年
9月28日全部完成修缮。

“考虑周到”是海口这次灾后重建
一大特点。海口市委、市政府要求在

2014年国庆前完成受损房屋维修工作，
2015年元旦前完成倒塌房屋重建工作。

该市查灾核灾小组深入灾区得到
最真实的一手资料：全市农村受灾困难
群众唯一住房倒塌323户，因灾损坏房
屋4750户。在对灾情深入分析后，市政
府迅速下发《解决灾后农村受灾群众居
住问题及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工作
方案》、《因灾损坏房屋维修补助工作方
案》及《倒损房屋重建主材保障供应实
施方案》。

(相关报道见A03版)

海口因风倒塌困难户房屋全建成

■ 陈实

近年来，我省坚持抓农贸市场建设，对约160
家农贸市场完成升级改造，今年计划再升级改造
26家。（见今日本报A08版）

农贸市场改造是一项重要的民生举措。对环
境脏乱差老旧农贸市场，该废弃的要废弃，该整修
的要整修，该重新规划的要重新规划，在改造硬件
设施的同时，不断提升管理水平，让农贸市场既有
好的环境，也有物美价廉的农产品。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省农贸市场硬件设施
建设成效较大；但一些农贸市场的管理方式还比
较简单粗放，管理水平还比较落后，亟须加强。比
如，有的农贸市场虽然整修过了，但脏乱依旧；有
的市场虽然修葺一新，但闲置荒废或挪作他用，没
有发挥应有作用；有的市场摊位费随意涨价，拉高
了摊贩的经营成本……要解决这些问题，既要完
善制度，提高整体管理水平，也要有针对性地出台
具体措施，使农贸市场真正实现应有的惠民效果。

农贸市场
要建好也要管好

■ 本报评论员

昨天结束的省委常委班子民主生
活会，是一次党内严肃政治生活的洗
礼。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了
查找问题、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进团
结的目的，也为全省各级党委班子认真
开好民主生活会，增强班子战斗力，作
出了很好的示范。

开好民主生活会，是我们党的一项
传统和一项制度。无论对开展党内监
督、发扬党内民主，还是对提高领导班
子的思想水平和党性修养，民主生活会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民主生活会开得
好不好，质量高不高，取决于班子主要
领导。此次省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
开得有声有色，开出了高水平、高质
量。在查找自身问题时，真刀真枪不回
避；在剖析问题时，认识深刻，见人见事
见思想；在批评和自我批评时，出于公
心，不遮不掩，敢于向自己开炮，敢于揭
短亮丑，触动灵魂说出了掏心窝子的

话。尤其是注重在整改上下功夫，整改
措施明确具体，切实可行，体现了省委
常委班子敢于担当，立言立行，立整立
改，以实际行动转变作风的坚定决心。

民主生活会就是要充分发挥民主，
班子成员要敢于讲真话、讲实话，从思想
认识上、工作推动上互相点出不足，提出
建议，有利于帮助同志、改进工作，达到

“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把民主生

活会开成征求意见会、分析问题会、沟通
思想会、明确方向会，有助于对一个地区
或单位的发展情况有一个准确判断，对
存在的突出问题有一个清醒认识，对问
题背后的原因有一个深入剖析，对推动
发展有一个清晰思路。当前，我国经济
发展进入新常态，海南发展面临新挑战，
各级领导班子的战斗力强不强，关系到
能否抓住新常态下的新机遇，促进海南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健发展。而认认真
真、不走过场地开好民主生活会，就是增
强领导班子战斗力的重要途径。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
党的新要求，从严治党的新常态，要求各
级领导班子以开好民主生活会为契机和
抓手，切实加强作风建设，不断增强战斗
力，带领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开创海南科
学发展、绿色崛起的新局面。

开好民主生活会 增强班子战斗力

全面深化改革一年来

高考报名明天开始

治理欠薪
何时跳出“年终讨”怪圈

A04版 深读

同名牌子同一商场两家卖，
消费者迷糊，工商所犯难

两只“大嘴猴”
差点“打”起来

B08版 娱乐新闻

女演员朋友圈
非法卖犀牛角被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