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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专题党课 强严实作风洗礼
■ 本报记者 况昌勋

“有的干部脸好看、话好听，就是不
办事”“有些干部参与违法建设，建了上
万平方米、几万平方米的低价小产权
房”“有的干部对工作不关心、不尽职，
只想混日子、拿票子，‘做一天和尚撞一
天钟’，还美其名曰‘保持一颗平常
心’”……

在昨天举行的三亚市“三严三实”专
题党课上，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张琦
直指三亚党员领导干部存在的突出问

题，并4次放缓语速、表情严肃地说道：
“这些问题是有所指的。”批评掷地有声，
让与会人员脸红出汗。

“三亚正处于加快转型与加快发展
的关键节点，过去我们在基础设施、生
态保护、民生保障等方面历史欠账较
多，绝不能再一板一眼、按部就班地工
作，必须小步快跑、大步前进，以时间赢
得空间。”张琦直言不讳地说，“但是有
的干部缺乏危机感和紧迫感，工作不在
状态。有的项目推进的事，我亲自到现
场讲了多次也没有得到解决。”

张琦说，一些园区引进的企业暗地
里变成了“披着羊皮的狼”，以很低的工
业用地价格拿地，迟迟不上核心项目，
却肆意建酒店、搞房地产，“把房地产叫
职工宿舍，但是外面贴着广告说售价多
少钱一平方米”。

“出现以上这些问题，内外因素都
有，但归根到底在于内因，在于一些党
员领导干部‘三观’改造放松了，”张琦
说，“我们提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再
塑三亚新形象。我们的干部也要与时
俱进，修炼为官之德。也就是‘人的修
行’，即通过学习焦裕禄、谷文昌、杨善
洲、牛开成等先进典型，对党性修养、道
德品质、自身素质再提高、再塑造，从而
做到以德自立、以德施政、以德服众。
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要争做‘忠诚、干
净、担当’的好干部。”

对党忠诚，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
声”，张琦引用清代诗人郑板桥的诗说，
古人尚且时刻心系百姓疾苦，作为共产
党人的我们，更应当有一个爱民为民的
情怀。我们加强城市治理管理，目标就
是让绿于民、让路于民、让景于民、让海
于民，让市民和游客享受三亚的碧海蓝
天、青山绿水。

个人干净，就要廉洁自律——
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三

亚城市治理管理、项目建设工作量大。
张琦说，这需要我们在鼓足干劲的同时
把持好自己，既要干事，更要干净。既
要主动与企业家打交道、交朋友，使他
们扎根三亚，但也不能与不法商人勾肩
搭背，以权谋私，成为不法商人牟利发

财的工具。
敢于担当，就要有攻坚克难的勇

气——
住建部把三亚列为城市“双修”和

地下综合管廊、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市，
要打好广告牌匾整治、城市绿化改造、
违法建筑拆除、城市色彩协调、城市亮
化规划、城市天际线和街道立面改造等

“六大战役”。张琦说，每个“战役”都是
难啃的“硬骨头”，绕不开也躲不过，作
为党员领导干部，就要拿出“明知山有
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关键时刻要敢
于拍板负责。

在党课上，张琦还公开表态：“我绝
不允许家人、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从事
干预工程建设等活动，凡是打着我旗号
办事的，第一不要信，第二不要帮，第三
不要办。” （本报三亚5月26日电）

三亚市“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课让与会干部脸红出汗

城市要修补 干部也要修行

5月26日，在海口美安生态科技新城，各项目施工建设正快马加鞭进行。目前美安生态
科技新城一期项目的36条道路已动工，路网框架基本成型，基础设施建设每天都有新变化。
美安生态科技新城位于海口市雷琼火山群世界地质公园西侧，建成后将是一座以绿色新型高
新产业为主导的生态科技新城和海南绿色崛起的示范区。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潘宇权 摄

美安新城：

36条道路开建

本报永兴岛5月26日电 （记者刘操 通讯
员王蓓蓓）5月 20日是第16个“世界计量日”，
由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特别发行的“世界计量
日”纪念邮票首发仪式在三沙举行，该纪念邮
票选用了祖国最南端的三沙曾母暗沙发行纪
念封。

三沙市委常委、副市长冯文海在仪式上表示，
三沙成立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一
天也不耽误的精神，致力于加强三沙的环境保护、
民生改善等工作，初显了“新城市、新宏图、新航
程、新生活”的新景象。

冯文海表示，因为三沙特殊的地缘关系和
战略位置，国家质检总局和中国邮政集团公
司将“世界计量日”纪念邮票首发仪式定在三
沙，并选用曾母暗沙作为祖国最南端发行纪
念封，这是三沙市的光荣。方寸天地秀出三
沙风采、展现南疆神韵，“世界计量日”邮票和
曾母暗沙纪念封的发行，对于宣示国家主权，
宣传、推介、展示三沙市，推动三沙市乃至海
南国际旅游岛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都具有重要
意义。

“世界计量日”
纪念邮票三沙首发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记者陈蔚林）今天上
午，民盟海南省委2015年盟务工作会议在海口举
行。会议传达学习了2015年民盟参政议政工作
会议精神，对民盟海南省委2013—2014年度先
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

会上，民盟海口市委员会、民盟三亚市委员
会、民盟琼海市委员会、民盟屯昌县支部、民盟陵
水县支部、民盟海南省委妇女委员会代表先进集
体作了经验交流发言。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海南省委主委
康耀红在会上指出，在新形势下，中央高度重
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工作，对各民主党派建
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会议指出，去年，民盟海南省委各项工作
取得长足发展，但各级民盟组织仍需居安思
危、未雨绸缪，把组织建设和人才培养放在更
重要的位置，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
人才队伍，不断提高民盟海南省委参政议政
工作能力，争取不断扩大民盟海南省委影响
力，在2015年取得新的进步。

会议还对“海南封山育林与人工造林的利弊”
等22个民盟海南省委2015年参政议政重点调研
课题进行公布。

民盟海南省委召开
2015年盟务工作会议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记者单憬
岗 孙慧）“今天下午水务集团已经派人
来检测水压了，看来我们这里水压不足
的问题很快就能得到解决了！管委会

‘马上就办’精神值得点赞。”在今天下午
海口综合保税区召开的园区制药企业座
谈会后，海南葫芦娃制药公司工程部负
责人蔡庄高兴地说。而这个座谈会正是
为倾听企业的呼声、为企业解决问题，以
实际行动贯彻落实省市两级主要领导关
于扶持医药产业发展的指示精神。

昨天上午，省长刘赐贵到海口调研
医药产业发展，要求全力推动海南医药
产业健康快速发展；下午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孙新阳召开书记办公会，要求千方
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全力支持医药企
业发展壮大。今天下午，海口综保区即
发扬“马上就办”精神，召开园区制药企
业的座谈会，落实两位领导的指示。

园区路灯有些不亮、绿化自去年两
次台风后没有完全恢复、园区道路上减

速带损坏——类似这些“小事”，保税区
工委书记温精华和管委会主任刘辉平要
求管委会干部要把“小事”当“大事”，从
改善投资环境的高度来加以认识。

对企业反映的问题，海口综保区领
导决定能解决的当场办，不能当场解决
的落实责任人，从小抓起、限时解决，抓
一件见效一件、办好一件。保税区抓小
不忘抓大。保税区领导表示，已联系水
务集团和供电公司上门服务。“我们要求
相关部门本周内都拿出解决方案，尽快
加以解决！”温精华说。

保税区还制定了由区财政出资撬动
企业发展的措施，扶持企业上市、帮助企
业做大做强，对于技术升级改造、购置新
设备、建设新厂房等，均给予政府贴息贷
款。管委会要求，园区各部门要全心全
意、千方百计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营造
亲商、安商、富商的氛围；管委会要定期
与企业座谈，了解企业的难处、解决实际
问题。

从供水到扶持企业技改

海口综保区“马上就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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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河北保定一村支书受
访态度蛮横，叫嚣“扇死你们”。出口成

“脏”，不可一世，名为村支书，更像土霸
王。面对记者如此狂妄，面对村民就会
好吗？村委会没好人，那么你是如何管
理的？有一种无知叫逞能，有一种愚蠢
叫傲慢。须问麦苗被铲一事为何没清

楚告知村民，更该问这样的村官是如何
选出来的。村官虽小，当守职责！

@人民日报：没有安全，谈何体面养
老？河南鲁山老年公寓火灾，致38死6伤，
康乐园异化为火葬场。悲剧，沉重得令人
压抑；细节，显示隐患早已埋下。易燃的
铁皮泡沫屋，是拿生命开玩笑。监管不力，
让所谓的“替天下儿女尽孝”沦为口号。银
发浪潮奔腾而至，缺乏养老机构，如何安顿
晚年？安全无保证，体面成幻影！

@法制日报：黑名单制度要更公平
有效。我国将依法规范航空运输安全

“旅客黑名单”制度，旅客黑名单是好
的，但不可急躁冒进。当前必须解决的
是，如何保证其信息的公开及过程的透
明，并对权力监督和权利申诉的渠道畅
通，避免使其沦为权力单方主导手段；
如何在权力公信力不足及权利普遍存
在信任焦虑和权利恐惧的语境下，让其
成为公平而有效的制度。 (袁 辑)

■ 饶思锐

“今年我们学校‘皓泰圆梦创新实验
班’面向全省招收优秀初三毕业生 50
名，高中教育全免费，不收取任何费用。”
中央民族大学附中海南陵水分校校长唐
洪波日前欣喜地告诉记者，所有的费用

开支都由陵水黎族自治县政府财政支
付。（5月25日《海南日报》）

不仅是“皓泰圆梦创新实验班”学生
的学费全免，中央民族大学附中海南陵
水分校全部学生的学费都全免了，还对
优秀学生进行1万-3万元的奖励，这不
能不让广大学生、家长眼前一亮。放眼
全国，学费全免的公立高中并不多见，为
何陵水能够这么“壕”？

实际上，这底气来源于陵水不断增长
的财政收入，也来源于陵水不断增长的民
生支出。据悉，陵水去年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62.6亿多元，地方财力得到持续增长，
已经连续4年位居全省第三；与此同时，

2014年，陵水在促进就业、社会保障、医疗
卫生、保障性住房等民生事项上支出近30
亿元。财政收入的不断增长，为民生投入
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厚实的基础，正因如
此，陵水在做大财政蛋糕时，给予教育更
多的投入也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在这种情况下，陵水县政府投资数
亿元，引入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联合
创办一所实验性、示范性、现代化公办完
全中学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央民族大学
附属中学有着先进的办学理念、杰出的
师资队伍以及具有特色优势的教育教学
资源等等，将这些“拿来”陵水，就能“为
我所用”，这既有利于陵水教育基础设施

建设的大提升，也有利于提升民族地区
的教育的优质、均衡、跨越式发展，使陵
水乃至海南的学子有机会享受到优质的
教育教学资源，这对广大学生来说，是一
大幸事！

然而，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在当下
是何其稀缺！僧多粥少，如何分配？换
句话说，在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上，陵
水是该采取普惠式还是采取倾斜制，这
值得当地深思。从陵水打造“教育强
县”的雄心来看，当地更倾向于“英才教
育”，如此一来，优质教育资源的受惠面
势必有限。单从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
供给来看，“生竞校择”无可厚非，毕竟

高中阶段的教育处于义务教育之外；但
从免费的公共教育资源来说，其应具有
普惠性、公平性，应该让更多的人享受
到政策红利。

当然，只有充足的财政收入作保障，
才能更好地反哺民生，让更多人享受到
惠民福利，享受到发展的红利。罗马不
是一天建成，让高中免费教育覆盖陵水
更多学生乃至全部学生，也需要一个过
程。这个过程就是陵水财政收入不断增
长的过程，教育投入不断增加的过程，在
这个基础上，陵水的高中免费教育完全
可以再进一步，覆盖更多学生，从而让更
多的学生及家庭受益。

高中免费教育可以再进一步
北京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涉嫌巨额受贿案已

进入依法公开审理阶段。不难发现，这又是一起
典型的“审批特权”腐败大案。宋建国利用“京A”
车牌审批权力，形成亲友腐败圈子，把本应秉公行
使的权力变成了腐败的魔棒。这类案件一再警
醒，权力公开是医治腐败的一剂良药，让公开之光
照耀公共权力，才能使公共权力始终为公。

这类案件的一个共性，就是这些身居重要岗
位的领导干部掌握着审批大权。这个权力要么决
定着某些人的面子，像审批特殊车牌之类；要么决
定着企业的生死，像大型项目落地审批；要么决定
着资金的投向，像专项资金的使用，等等。掌握这
些权力的人本来应该以公仆之心看待手中权力，
用公平公正方式行使权力，大公无私，秉公办事，
但就有一些领导干部把公权当成自己的“小金
库”，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想给谁用就给谁用。如
果把依法行权当成个人“权力特区”、“审批特权”，
栽跟头是迟早的事情。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保留必要的审批是
管理之需，也是公共权力之所在，但是审批权限
无论落在哪个管理部门，哪个管理岗位上，都绝
非是用来交换的，更不是要固化为哪个部门、哪
个岗位的特殊权力。当前，各地正在进行权力清
单建设，并予以公开，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作
为与人民利益攸关的公共权力，必须要让全社会
知晓其有多少、在哪里、如何用。像宋建国这样
把审批当特权、把权力当利益的腐败分子，就是
希望权力事项越朦胧越好，就是要千方百计营造
出“大权在握”的神秘感，以此来满足耍权、弄
权、卖权的私欲。权力清单建设就是要防止一些
部门或个人把权力藏着掖着，搞权力截留或权力
隐身。

运行状态决定着运行质量，公共权力行使中
的一个基本状态就是要公开透明。只有这样，权
力才能更好地接受监督，权力特殊化的情形才能
得到最大限度的纠正。因此，公共权力公开运行
是大势所趋、反腐所要，权力公开不仅要公开行使
权力的结果，更要公开权力行使的过程，把权力运
行的整个状态都放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放在
公平正义之光的照耀之中，这样的权力才不容易
感染上“圈子病”。

让“审批特权”见光就死，需要下更大的决心，
做更多的事情。当前，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正
向纵深推进，这就需要拿出更多勇气和智慧来打
赢这场硬仗，从根子上铲除滋生“审批特权”的土
壤，营造风清气正的好环境。 (郭奔胜)

让审批特权见光死

非京籍学龄儿童入学审查即将开
始，根据今年年初北京市发布的《北京
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15年义务教育入
学工作的意见》，非京籍儿童入学提供

“五证”的政策基本不变，具体细则由各
区县结合实际制定。在实际执行过程
中，细则让“五证”延伸出了多达28个
证件，让非京籍家长们有苦难言。

义务教育相关的法规赋予了每个
随迁孩子平等的就学权，然而在现实
的学位限制下，外地户籍的学生入学

总遭受到种种限制，甚至是排斥、歧
视，非京籍儿童入学要办28个证件就
是一个例证。小儿郎上个学堂为何这
么难？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难北京之外
还有很多，教育均等化、公平化还要等
上多久？只有改革早行，方能早利家
长。这正是：

小嘛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
不怕风雨狂，就怕办证累爹娘。

（图/王铎 文/饶思锐）

河南鲁山县康乐园老年公寓 25 日
晚发生的火灾事故目前已致38人遇难，
仍有6人在医院进行救治。令人痛心的
是，遭遇不幸的多是七八十岁、失去自
理能力的老人。悲剧再次给“老有所
安”问题敲响警钟。“老有所安”，就是安
全、安心地安置老年人，这是一个地方
养老保障、民生服务能力的重要标尺，
安全是其底线。

该养老院的房子主要是“铁皮泡
沫屋”，墙体夹层多由泡沫填充，而房
子本身没有地基。康乐园是一所民办
养老机构，其硬件设施简陋、护理服务
不足、管理水平低下等问题，也是我国
不少养老机构面临的共性问题。一些

地方养老机构建设欠账较多，一些敬
老院建筑甚至是危房。中部一省份
2000 多家敬老院中，有三分之二无法
达到消防安全要求。在护理上，目前
全国平均每13 名集中供养五保对象拥
有 1 名工作人员，距离 5：1 的合理比例
还相去甚远，很多养老机构实际上是

“老人照顾老人”。
探究很多养老院面临的窘境，与

一些地方民生保障“口惠而实不至”
不无关系。在这些地方，虽然有关部
门强调注重养老保障、民生关切，但
具体到养老机构建设运营上却“只点
菜不买单”。目前公办养老机构人员
工资、建设及运转主要还是依靠乡镇
一级财政落实。省市县级落实程度
多取决于地方政府对民政工作的重
视程度，部分地方甚至存在“不出事

就难落实”的怪象。
正如一位基层干部坦言：资金保障

是做到“老有所安”的重要前提和基
础。因此，首先要理顺各级政府的责
任，合理划分各级投入比例，省市县不
能“溜肩膀”，将责任推给乡村最基层；
其次，应鼓励社会资本进入，但政府部
门同样不能将基本养老责任推向社会；
再有，政府部门对民办和公办养老院要
给予同等待遇，落实新增床位补贴，更
要对民办养老机构的运营做好服务和
监管。

我国人口老龄化来势迅猛，能否让
数以亿计的老人得到安全安心地安置，
是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必然挑战。留
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全社会应共同努
力，让每位老人“老有所安”。

（甘泉 付昊苏）

大火拷问如何才能老有所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