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机关今年全面清理执法司法考核指标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取消有罪判决率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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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1 日电 （记
者陈菲 邹伟）中央政法委 20 日要求，
中央政法各单位和各地政法机关今年
对各类执法司法考核指标进行全面清
理，坚决取消刑事拘留数、批捕率、起
诉率、有罪判决率、结案率等不合理的
考核项目。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落
实办案责任，
加强监督制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些地方陆续
纠正了过去的一些冤假错案。这些案
件，有的是受当时有罪推定理念的影

响，重口供、轻证据，甚至搞刑讯逼供
造成的；
有的是明知证据不充分，
也作
出了所谓
“留有余地”
的判决。
20 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要
求针对这些问题，进一步转变司法理
念，
遵循刑事诉讼活动规律，
处理好惩
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
认真实
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制度，
切实加强刑事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
会议要求结合推进以审判为中心
的诉讼制度改革，强化对当事人和其

上海公布外滩踩踏事件
责任人员处理情况

习近平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

11名党政干部被处分

新农村建设要留住青山绿水
新华社昆明 1 月 21 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近日在云南调研时强调，要全面贯
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
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引
领各项工作，加快贫困地区、民族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为到 2020 年如期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加紧奋斗。
新年伊始，
万象更新。元月的云南
大地，阳光明媚，山川展绿，生机盎然。
1 月 19 日至 21 日，习近平在云南省委
书记李纪恒、代省长陈豪陪同下，来到
昭通、大理、昆明等地，看望鲁甸地震灾
区干部群众，深入企业、工地、乡村考
察，
就灾后恢复重建和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进行调研。
2014 年 8 月 3 日，云南昭通市鲁甸
县发生 6.5 级地震，对群众生命财产和
基础设施造成巨大损失。地震发生后，
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以赴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和灾
后恢复重建工作。5 个多月过去了，灾
区群众生活过得怎么样？恢复重建工
作进展得如何？灾区群众还有哪些要
求和期盼？总书记十分关心和牵挂。

清理司法考核指标
减少
“葫芦案”
■ 陈实
全面清理执法司法考核指标，
取消有罪判决率、
结案率等指标，
是
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治本之
策，势必对司法事业发展起到积极
推动作用。
中央政法委要求取消各类不合
理考核指标，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的有力举措，是对冤假错案发生机
制的釜底抽薪。没有了这些形式主
义和违背法治精神的指标，相关执
法、
司法部门就少了不必要的掣肘，
而像凑指标刑拘、判“葫芦案”之类
的荒唐事将大为减少。
完善司法责任制是我省司法体
制改革试点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执法司法考核指标改革方面，海
南 可 以 也 应 当 走 得 更 快 、走 得 更
好。对不合理的考核项目，我们要
抓紧梳理，
确保当除尽除；对一些合
理的考核项目，
要科学评估，
重新设
置权重；同时，还要着眼司法改革的
新形势、新要求，科学设立新指标，
完善执法司法考核体系。

海南LNG变废为宝
5个月创收近亿元
本报海口 1 月 21 日讯 （记者梁振
君 见习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王君）原本
放空的储罐蒸发气（下称“BOG”
），通过
技术改造即变废为宝。短短 5 个月，中
海油海南 LNG（液化天然气）站线项目
就创造效益近亿元。
据 介 绍 ，LNG 接 收 站 在 接 卸 首 船
LNG 后的调试期间，
为保证气压平衡，
通
常会采取燃烧放空“BOG”的方式，日均
烧 掉 价 值 约 50 万 元 的“BOG”。 海 南
LNG 与邻企金海浆纸厂合作，新建一条
长 3 公里的“BOG”管线直达该厂，首创
“BOG”
快速外输方案。原来燃烧放空的
“BOG”
成为金海浆纸厂的生产能源。据
统计，
从2014年8月至2015年1月，
海南
LNG 共向金海浆纸厂输送“BOG”2890
多万立方米，
创造效益近亿元。

19 日一大早，习近平从北京乘坐飞机
直接前往昭通，一下飞机，就转乘汽车
一路颠簸前往鲁甸县。
在震中的鲁甸县龙头山镇，习近平
踏上废墟查看灾情。在受损严重变形
的龙头山镇镇政府大门废墟前，习近平
听取了当地干部关于灾区恢复重建的
情况介绍。他强调，
灾区恢复重建一定
要搞好规划，
生活恢复和生产恢复一起
抓，灾后恢复重建和扶贫开发一起抓，
重建家园步伐要加快。要把住房质量
放在首位，提高抗震水平，建设抗震民
居 ，确 保 灾 区 群 众 住 有 所 居、住 有 所
安。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是安排好群众
生活，
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在甘家寨受灾群众异地过渡安置
点，
习近平察看了临时党支部、警务室、
消防室，接连走进 5 个帐篷看望群众，
嘘寒问暖，详细了解群众生活保障情
况。总书记走进邹体富老俩口和孙子
住的帐篷，
吃饭、补助、收入等问得十分
仔细。总书记摸了摸棉被，问“暖和不
暖和”，邹体富老俩口回答“暖和”。儿
童活动室里，
孩子们玩游戏、唱儿歌，脸
上荡漾着笑容。习近平走到孩子们中
间，
牵着孩子们的手， 下转 A06 版▶

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制度保障，
重点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
法证据排除等制度。
会议要求探索建立刑事案件申诉
异地审查制度，确保执法办案每一个
环节出现问题，都能及时发现、纠正、
问责。对刑讯逼供、徇私枉法或者重
大过失，导致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或
者造成错案的，以及错案发生后拖延
不纠正造成严重后果的，要终身追责、
严肃处理。

据新华社上海 1 月 21 日电 （记者朱翃 叶健 周
琳）21 日，上海公布外滩拥挤踩踏事件责任人员处理
情况，经上海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决定给予下列人员如下党纪、政纪处分：
周伟，市委委员，黄浦区区委书记。给予撤销党内
职务处分。彭崧，黄浦区区委副书记、区长。给予撤销
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周正，黄浦区副区长，黄浦
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
职处分。吴成，黄浦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分管旅游工
作。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陈琪，黄浦公
安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给予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
职处分。陈荣霖，黄浦公安分局党委委员、局长助理兼
指挥处处长。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徐文虎，黄浦区市
政管理党工委副书记、市政管理委员会主任、区城管行
政执法局局长。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孙忠明，黄浦区
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周顺
国，黄浦区市政管理工作委员会调研员，外滩风景区管
理办公室负责人。给予行政记过处分。陈昌俊，上海
市公安局指挥部副主任，分管上海市公安局指挥中
心。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余志豪，上海市公安局指
挥中心主任，负责上海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工作。给予
行政记大过处分。
(相关报道见 B02 版)

三亚强化春节黄金周
旅游优质服务建设
1 月 20 日，
习近平来到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村民李德昌家，
同村民们围坐在一起亲切拉家常。

新华社发

刘赐贵在昌江儋州考察调研时要求

以保护生态为前提
扎实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本报那大 1 月 21 日电（记者彭青
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刘赐贵今天在
昌江、儋州考察调研，并在儋州召开
《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征求中
西部市县意见座谈会。他强调，要以
保护好生态为前提，坚持把抓项目、扩
投资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
大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培育壮大产
业集群，做大做强经济增长极，有力推
进国际旅游岛建设。
昌江核电是我省重大能源工程，
经
过近 5 年建设，计划今年底并网发电。
刘赐贵对奋战在建设一线的工人表示
慰问，
要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早投
产，缓解全省电力缺口。他说，国际旅
游岛建设对清洁能源的需求将不断增

长，
希望有关单位抓紧启动核电二期项
目，
采取先进技术、形成规模效益；
同时
完善厂区环境，做好科普宣传，适当把
发电生产与旅游结合，
为海南做出更大
贡献。刘赐贵强调，
要贯彻生态立省要
求，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咬定
目标，抢抓机遇，发挥优势，高起点、高
标准加快项目建设，拉长产业链，培育
产业集群，形成长久的核心竞争力。
要不遗余力支持项目建设，及时解决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一步一个脚印、扎
扎实实推进，坚决把项目做好，为推进
国际旅游岛建设提供强力支撑。
儋州滨海新区，
一座人工岛屿——
海花岛初现雏形。刘赐贵详细了解污
水垃圾处理措施，
要求做好防风防灾能

力建设，协调好海岛和岸线的环境景
观。他说，在全国 1.8 万公里的海岸线
上，海南拥有最适宜发展离岛的环境
气候条件，一定要珍惜得天独厚的资
源禀赋，按世界一流标准设计建设，丰
富设施配套，打造世界级高端旅游度
假综合体，
真正把美好的蓝图画好。
时值下午近两点，顾不上吃饭休
息，刘赐贵一行马不停蹄地赶往儋州
怡心花园保障房小区，实地查看小区
建设、居民入住和物业服务情况。他
指出，保障分配管理一定要公平公正
公开，健全入住和退出机制，保障好中
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把民生项目
做好做实。
调研结束时，刘赐贵强调，良好的

生态环境是海南的最大优势。无论什
么项目，都必须符合“生态立省”的要
求，把每一个项目都建成生态项目、旅
游项目，充分发挥综合效益。中西部
地区也要树立沿海意识、开放意识，通
过加快互联互通，破除封闭意识束缚，
把全岛真正作为一个大城市统一规
划、统一布局、统筹建设，使海南资源
优势得到最大发挥、实现最佳效应。
在下午的座谈会上，刘赐贵认真
听取了来自儋州、东方、五指山、临高、
昌江、琼中、白沙等市县 27 位代表的
发言，表示将仔细梳理研究大家的意
见建议，
把《政府工作报告》修改好。
省长助理陆志远，省政府秘书长
胡光辉参加活动。

李军到临高澄迈调研
“三农”
工作
本报老城 1 月 21 日电（记者张谯
星）19 日至 21 日，省委副书记李军深
入临高县、澄迈县调研“三农”工作情
况。他对两县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落实“三农”政策取得的成绩
给予肯定，与基层干部群众共商加快

农业转型升级。
在临高县加来农场、
澄迈县龙坡洋
冬季瓜菜基地，
李军向正在田间耕作的
菜农详细了解瓜菜种苗、种植技术、投
入产出、销售以及对政府服务需求等情
况，
向正在蔬菜收购点忙碌的收购商仔

细询问瓜菜收购价格、运输成本、批零
售价等情况。在天地人香蕉基地、雅新
花卉基地、福橙研究所，他与企业负责
人探讨如何抢抓建设国际旅游岛机遇，
把种植业与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等结
合起来延长农业产业链。在新盈镇中

心渔港及深海网箱养殖基地、翔泰渔业
生产基地，他详细了解饲料、育苗、养
殖、加工、销售的经营流程，
鼓励渔民和
企业加快渔业产业发展。在扶提西村、
加禄村、罗驿村，
他指出，
乡村建设一定
要及早规划、
科学设计、
加强引导。

本报三亚 1 月 21 日电 （记者黄媛艳）今天，三亚
召开涉旅行业迎新春优质服务动员大会，表彰十佳优
质服务先进集体和 20 名先进个人，全方位强化诚信经
营和优质服务。
三亚从去年 11 月开始部署旅游旺季和 2015 年春
节黄金周工作，着力解决
“停车难”
、
“行路难”以及各类
旅游市场顽疾。通过多部门联动，明察暗访、严管重
罚，今年春节黄金周前夕，三亚已在全市开工新建各类
停车场 25 个，新增停车位 5000 多个；春光路改造、大
茅隧道改造等项目实现通车，有力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三亚市旅游市场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的
实施，
有效震慑不良商家，
引导全行业诚信经营。
政府层面不断改善旅游市场综合环境的同时，涉
旅企业也纷纷行动起来，以多样产品和优质服务提升
游客舒适度和满意度。
三亚市主要负责人表示，三亚高度重视春节黄金
周的旅游接待工作，将抓好安全监管，加强交通管理，
及时制定交通运输方案和应急保障预案；做好信息发
布，多渠道发布交通、住宿、餐饮及景区客流量等信息；
健全旅游咨询服务体系，加快旅游服务热线和政府服
务热线升级改造，进一步拓宽旅游咨询服务站的覆盖
面；
持续加大对旅游市场的监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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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大桥合龙
预计春节前通车
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 夜间 多云 风向风速 东北风 3 级 温度 最高 23℃ 最低 12℃

1 月 21 日 21 时，随着最后一段合龙段浇筑完成，拆除重建的东山大桥顺利合龙。一座全新
大桥飞跨南渡江两岸，意味着海榆中线通行条件将大大改善。据桥梁施工方介绍，位于海榆中
线澄迈永发镇内的东山大桥全长 397 米，大桥合龙后将转入桥面铺装，春节前有望通车。
文/本报记者 侯小健 特约记者 陈涛 图/本报记者 李幸璜
海口市空气质量：二级良，细颗粒物（PM2.5）43 微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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