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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版 海南新闻

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况予以公
示。

公示期限：2015年3月2日至6日，共5个工
作日。

联系电话：（0898）12380，65378954（传真）。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

广场1号楼311室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
570203）。

举报网址：http：//12380.hainan.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15年3月1日
（拟任干部人选情况见A02版）

海南省拟任干部人选
公告

■ 本报记者 胡续发

“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春节
绚烂的烟花刚刚散去，新的气象便已焕
然一新。

在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党中央
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论述震
动寰宇，举世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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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
央提出的这“四个全面”，在宝岛海南引
起强烈共鸣，激发着琼州儿女积极投身
实现“中国梦”的旷世伟业中。

流年似水飞逝，而海南的2014，却
深深镌刻于心。

这一年，海南以“四个全面”为主
线，统揽全局，引领航向。从认真学习
领会精神，到坚决贯彻部署，再到强力推

动落地见效，海南人民聚焦发力“四个全
面”，用埋头苦干、奋发图强的心血和汗
水，开创了各项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踏着春天的脚步，3月2日，我省全
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赴京出席全
国两会。他们肩负重托，满怀豪情，向
祖国递交一年来的成绩单……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的海南担当

疾进中的海南好比一列火车，
以改革为发动机，以法治为稳压
器，以党的领导为火车头，正驶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朝着“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终点
风驰电掣

2015年 1月 5日，省高院办公楼

内，气氛严肃，海南三级法院司法改革
试点在这里启动，试图为全国探路。与
此同时，海南司法改革的大幕正式拉
开。

距此1个月前，以“全面依法治省”
为主题的省委六届七次全会召开，确立
了包括“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在内的多
项改革举措。

距此2个多月前，以“全面从严治
党”为要义的我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总结大会，贯彻中央精神，部署
全面从严治党。

距此1年前，以“全面深化改革”为
主题的省委六届五次全会召开，开启了
海南在新的历史时期改革新航程。

……
小康、改革、法治、党建，海南以高

度政治责任感和强烈历史使命感，积极
扛起责任担当，坚决贯彻中央“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强力推动在琼落地、生
根、开花。2014年的海南，在平凡中创
造了不平凡。

海南担当在改革和法治中彰显
——

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改革与法
治在互相推动、动态演进中，助力“海南
号”大船劈波斩浪，驶上新航道。

法治护航改革。从精简行政审批
事项并全部实现网上申报，到率先全国
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多次得到中央领导
同志的肯定；从成立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到率先全国将小Ⅰ型、小Ⅱ型
水库收归市县统一管理；从完成第二轮
农场移交地方，到港航与洋浦控股合作
整合港口资源；从组建省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到“结婚证”“准生证”两证同
发……

过去的一年里，全省上下在法治的
航道里筚路蓝缕，攻坚克难，在一些重
点领域取得了阶段性甚至重大突破的
改革成果，全面深化改革实现良好开
局。

改革推动法治。从首启宪法宣誓
制度，到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从

推行政府权力清单等制度，到办案质量
终身负责制；从建立守法信用记录平
台，到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
……

在推进全面依法治省的顶层设计
中，在尊法、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护
法的每个环节，海南都坚持改革方向问
题导向，必将给整个法治系统带来一场
巨大革新。

海南担当在全面从严治党中体现
——

当谭力、冀文林、赵中社等一批“重
量级”腐败分子应声落马时，当公款大
吃大喝、虚报冒领财政资金等行为被曝
光严肃查处时，人们坚信：海南从严治
党动真格，零容忍，成了新常态。

从严治党看制度设计。去年通过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的意见，
制定印发纪检监察机关“一案双查”工
作办法……反腐的笼子越焊越牢，防线
越筑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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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涌琼州唱大风
——写在我省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赴京参加全国两会之际

全国两会前奏

本报海口3月1日讯（记者李关
平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森
田和新）今天上午，全省公安局长会议
在省公安厅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罗保铭近日就全省公安
工作作出指示。他指出，新的一年，
全省公安机关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公安政法工作的系列
重要指示，按照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和
省委的要求部署，以对党绝对忠诚、
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坚决同一切
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除暴安良，张
扬正义。

罗保铭指出，全省公安工作去年
卓有成效，打了不少硬仗、胜仗，广大

公安干警不惧危险、忘我工作、忠诚履
职，用汗水乃至生命为万家安宁、海南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谨向你们并广
大公安家属致以衷心的慰问和敬意！

罗保铭要求，要坚持从严治警，廉
洁从警，加强学习，崇尚法治，在实践
中不断提高政治素质、专业水平和依
法履职能力，着力保障群众利益，维护
社会稳定。各级党委要进一步加强对
公安工作的领导和指导，选优配强公
安机关领导班子，从优待警，推动公安
战线为法治海南、平安海南、和谐海南
建设作出新贡献。

省长助理、省公安厅厅长李富林
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省

委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公安厅局长会
议精神，总结2014年全省公安工作，
对2015年的重点工作进行部署。会
议提出，2015年，全省公安机关要大
力深化“四项建设”，积极推进公安改
革，全力推进平安海南、法治海南建
设，为海南科学发展、绿色崛起和全面
加快国际旅游岛建设提供平安稳定的
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和优
质高效的服务环境。

会议强调，全省公安机关要深入
推进以基础信息化、警务实战化、执法
规范化、队伍正规化为内容的公安“四
项建设”工作，不断夯实公安工作发展
进步的根基。在基础信息化方面，要

加强数据采集，建立健全“采、录、核”
全过程协同、信息动态更新、基础信息
责任采集、基础信息追溯和奖惩等工
作机制。在警务实战化方面，要按照

“警力随着警情走”的原则，进一步完
善警力的网格化部署，把网格布警与
高峰勤务、定点执勤与武装巡逻、屯警
街面与动中备勤等措施有机结合，实
行动态勤务模式，不断提高动态防控
能力。在执法规范化方面，要深化法
治理念教育，持续整改执法突出问
题。在队伍正规化方面，要以“实战化
训练推进年”活动为契机，打造过硬公
安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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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保铭就全省公安工作作出指示

坚决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全省公安局长会议在海口召开

本报海口3月 1日讯 （记者张靖
超）海南首届家电巅峰惠展将于3月14
日在海口市体育馆开幕。展会持续两
日，将有格力、美的、海信、创维等40多
个家电品牌进场参展，场内所售家电价
格也将低于市面15%。

据国美电器海南分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参展的每个家电品牌在海
南市场上销售的产品中，超过80%的型
号将参与展出。

据了解，海南首届家电巅峰惠展由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与国美电器海南分
公司联合主办。

海南首届家电
巅峰惠展邀您逛展

本报海口3月 1日讯 （记者张谯
星 见习记者罗清锐 通讯员邢小雄 段
小申）海南廉政网今天发布消息，省纪
委日前对省建设项目规划设计研究院
原党组书记、院长张世有（副厅级）严重
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张世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
引荐项目、人事安排等方面，多次收受他人
贿赂；虚开发票贪污公款；与多名女性长期
保持不正当关系。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
纪，其中受贿和贪污问题涉嫌违法犯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
有关法规，省委决定，给予张世有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违法犯罪问
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省建设项目规划设计
研究院原党组书记、
院长张世有被双开

■ 饶思锐

保亭国土环境资源监察部门不
断加大环境执法力度，通过强有力
的执法监督，使得养猪场污染企业
该整改的整改，该停产的停产。（本
报今日A02版）

保亭对污染企业不手软、零容
忍，体现出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
只有对污染企业不手软，才能让污染
企业成为过街老鼠，无所遁形；只有
对污染行为零容忍，才能釜底抽薪，
坚决执法，让污染行为无以为继。

保亭重拳治污只是海南在生态
领域严格执法的缩影。对海南而言，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发展的最大本钱，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
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
以坚定态度、坚决措施保护好良好的
生态环境，才能为实现海南科学发
展、绿色崛起提供坚实保障。

对污染企业
不能手软

3月1日，海南首艘海上观光仿古船“永乐01”号缓缓驶出港口试航。
据了解，“永乐01”号以郑和宝船为原型，长49米，宽10米，集餐厅、电影院等设施为一体，一次可以搭载300

多名游客出海旅游观光,计划本月底正式通航。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向天 摄

本报海口3月1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黄琼
雄）在昨天召开的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暨学雷
锋志愿服务大会上，海南17个村镇、42家单位获全国
文明村镇、文明单位荣誉称号，另有1座城市、4家单
位、2名个人获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
城市、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我省儋州市那大镇等17个村镇获评全国文明
村镇，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37家单
位获评全国文明单位，由国家行业系统推荐的我省
三沙市气象局等 5 家单位亦获评全国文明单位。
此外，经综合评估，海口市、三亚市获评全国文明城
市提名城市，琼海市获评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县级）。

会议还对第四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先进城市（区）和第三届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进行表
彰。琼海市获评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
城市，海口市灵山镇中心小学等4家单位获评全国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文明办主任张应俊、海南省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会
秘书长刘威获评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
工作者。

儋州市那大镇、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我省获奖集体上台接受表彰。

我省一批村镇单位
获评全国文明称号

我省首艘海上观光
仿古船建成试航

本报讯（记者洪宝光 通讯员周泓林）“作为一名
残疾人能有这份工作，得感谢政府的支持。”日前，海口
市府城街道残联专职委员吴翔钟激动地说。在省委、
省政府以及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全省目前已有41160
名残疾人实现就业。

据介绍，我省正努力为残疾人构筑社会保障“安
全网”和解决特殊困难的“服务网”，残疾人生活状况
和服务保障能力有了显著提高。特别是残疾人就业
率比往年有所提升。

同时，去年来我省组织开展的“大家都来为残疾人
捐助一元钱”爱心万里行助残募捐系列活动，共募集善
款和物资3400多万元，积极帮助残疾人朋友解决实际
困难。

目前，省残疾人基金会拨付资金820多万元，发放
物资价值800多万元，让8000多名贫困病弱残疾人得
到帮助，让残疾人感受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我省残疾人权益得到保障

4万名残疾人实现就业

本报海口3月1日讯（记者陈蔚
林）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罗保铭听取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表彰暨学雷锋志愿服务大会情况
汇报，要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会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
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先进代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会议精神，结合海南实际进一步抓好
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

罗保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立意高远，是我们抓好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遵循，全省上下一定要
用讲话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以群众
认同和人民期待为准绳，坚持“两手
抓、两手都要硬”，紧紧围绕“四个全

面”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罗保铭要求，精心组织挖掘和宣传

各类先进典型和善行义举，让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激发全社会崇德
向善的强大力量；进一步加大文明城
市创建力度，特别是省会城市海口和
旅游城市三亚，要通过文明城市创建，
全面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探索建立志愿服务长效机制，推动学
雷锋志愿服务常态化，让雷锋精神日
久弥新；持续深入开展文明大行动，进
一步树立海南精神文明的新形象。

罗保铭强调，精神文明建设重在
抓实，要在“实”上下大功夫，真抓实
干，务求实效，为加快推进海南国际旅
游岛建设提供精神力量和道德支撑。

罗保铭要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强力推动我省精神文明建设

伊核谈判进入关键阶段

美国亮明
6点谈判“底线”

A12版 娱乐新闻

A09版 世界新闻

新广总局严查
节目形式变相违规广告
22条违规广告被责令停播

在我省服役的90后女兵返乡过年突然
脑死亡，无偿捐献器官救5名患者——

爱，让生命延续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