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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各位家长对我校一直以来的信任
与支持。目前报名我校初一新生人数众
多，故报名时间截止到 2015年 6月 10日，
待我校统一对拟入学的学生进行综合测评
后择优录取。录取人数为 800名，其中招收
40名免费生和少量特长生。

详情请到我校招生办咨询。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68580883 68520883 68581083

湖南师大附中
海口中学公告

2015年5月28日

便捷优惠
合作共赢

海口港
汽车整车进口口岸

面向全国招商

海口综合保税区
管理委员会
招商电话：
吴先生

1897606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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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海南省委日前决定：陈志荣同志任中共
海南省委政法委书记。

中共海南省委决定

陈志荣同志
任省委政法委书记

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杜颖
通讯员黄顺祥）为期2天半的省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
项议程后，于今天上午在海口闭会。会
议表决通过了《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村民委员
会选举办法>决定》等一批法规，会议
表决决定任命李富林为海南省人民政
府副省长，陆志远为海南省人民政府秘
书长。

应出席本次会议的常委会组成人
员62人，实到53人，符合法定人数。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保

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符跃兰、毕志
强、张力夫、康耀红、陈海波，秘书长陈
国舜出席会议。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贾东军主持。

会议期间，常委会组成人员积极履
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对会议各项
议程进行了认真审议，提出了许多很好
的意见。

对于《海南省未成年人保护若干规
定（修订草案）》、《海南省税收保障条例
（草案）》和《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修订草案）》
等，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中对以上法

规草案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根
据《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
定批准地方新法规条例》关于“列入省
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地方性法规案，
一般经两次会议审议才交付表决”的规
定，会后，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委员们的
审议意见，对法规草案进一步研究修
改，再提请以后的常委会会议审议。

对于《关于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编制情况
和基本思路的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
认为其为编制全省“十三五”规划纲要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建议要立足省情，

把握重点，认真谋划一批对稳增长和调
结构起决定性全局带动作用的重大工
程等，为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短板、增强
发展后劲、提高发展水平提供支撑；要
解放思想，强化理念创新，准确把握国
际国内宏观环境变化的新趋势和新特
点，增强规划的宏观性和前瞻性；要发
扬民主，汇集民智，对省和市县规划编
制实行统筹安排并加强相互沟通，做好
上下规划及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的衔
接和协调。会后，将由常委会办公厅会
同财经工委进行整理，交由省政府研究
处理， 下转A04版▶

海南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闭会
罗保铭出席 会议决定任命李富林为省政府副省长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者罗沙）记者从最高
人民法院获悉，最高法27日下发通知，公布了2015年
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涉及的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赔偿
标准，具体数额为每日219.72元。

据介绍，国家统计局2015年5月27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2014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数额为57346元，比上年增加4967元；日平均工资为
219.72元，比上年增加19.03元。

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
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人民
法院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国家赔偿案件时按照
上述标准执行。

2015年国家赔偿标准：
每日219.72元

新华社杭州5月27日电（记者
李宣良 李大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6日在
接见驻浙江部队领导干部时强调，贯
彻强军目标要出实招、用实劲，深入抓
好铸魂育人、抓好练兵备战、抓好正风
肃纪，努力开创部队建设新局面，坚决
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孟夏时节，之江大地山色葱茏、水
光潋滟。下午3时许，习近平来到浙

江省军区机关，亲切接见驻浙部队师
以上领导干部和建制团单位主官。习
近平同大家亲切握手，代表党中央、中
央军委向驻浙部队全体官兵致以诚挚
问候。

随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
表示，我在浙江工作多年，担任过省军
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国防动员委员会主
任，经常到部队看望，帮助解决实际困
难，对驻浙部队情况是熟悉的。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驻浙部队坚
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指示，扎
实加强全面建设，抓好战备训练，出色
完成了一系列重大任务，为维护国家
安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要深入抓好铸魂育
人，认真贯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掌握部队思想动态，有针对性抓好思
想教育， 下转A06版▶

习近平在接见驻浙部队领导干部时强调

贯彻强军目标出实招用实劲

新华社杭州5月27日电（记者霍
小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浙江调研时
强调，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
谋新篇。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协调推进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
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进程，切实解
决改革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努
力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初夏的浙江，到处郁郁葱葱、生机
盎然。5月25日至27日，习近平在浙
江省委书记夏宝龙、省长李强陪同下，
来到舟山和杭州，深入企业、社区、国
家战略石油储备基地等考察调研，就
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做好“十三五”规
划编制工作进行指导。

位于长江口以南、杭州湾以东海
域的舟山市，素有“千岛之城”、“东海
鱼仓”、“中国渔都”之称，是我国第一
个以群岛建制的地级市。2011年6月
国务院批准设立舟山群岛新区以来，
这里成为改革开放的一片热土。25日
上午，习近平一下飞机就来到舟山城
市展示馆，了解舟山群岛新区概况。

他指出，舟山港口优势、区位优势、资源
优势独特，其开发开放不仅具有区域性
的战略意义，而且具有国家层面的战略
意义。新区规划要确保法定效力，土地
资源、岸线资源、港口资源、生态环境资
源要集约利用、珍惜利用，各项决策和
执行都要协调有序、廉洁高效。

25日下午，习近平来到岙山国家
战略石油储备基地视察。他走上眺望
平台，俯瞰已投入使用和正在建设的
储油设施，听取舟山江海联运服务和
岙山石油岛总体规划介绍，详细了解
基地运行和发展建设情况，并同管理
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亲切交谈。习近
平表示，运筹好国家战略石油储备要
精心谋划、建立系统预案。他要求基
地严格管理制度，切实提高安全隐患
排查和安全问题处置能力。

在长宏国际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习近平考察了30万吨船坞作业码头，
在码头坞门察看了正在制造的25万吨
级矿砂船和正在修理的大型货轮，肯
定他们重点瞄准国际市场，在海洋工
程制造、船舶修造、船舶拆解、二手船
交易、 下转A02版▶

习近平在浙江调研时强调

干在实处永无止境 走在前列要谋新篇

据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者王优玲）国家统
计局发布的2014年平均工资主要数据显示，全国城镇
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6339元，同比名义
增长9.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7.1％；全国城镇
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6390元，同比名义增
长11.3％，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9.0％。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冯乃林说，
2014年，全国有19个地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
幅为14.1％；23个地区制定了工资指导线，工资增长
基准线普遍在12.4％左右，这些政策措施也为工资水
平继续增长奠定了基础。

数据显示，行业间平均工资差距仍然突出。2014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首次有两个行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
资突破十万元，分别是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2014年城镇单位
就业人员工资保持增长

本报海口 5月 27日讯 （记者周
元）在今天下午召开的省委政法委干
部大会上，省委书记罗保铭强调，在海
南发展建设的关键期，在全面依法治
国的开局之年，全省政法战线要认真
落实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念，对党绝对
忠诚，对人民极端负责，敢于担当，坚
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为海南加快科
学发展、绿色崛起，全面建设国际旅游
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秀领主持
会议，宣布中央和省委的任免决定，并

代表省委就这次分工调整作简要说
明。中央决定陈志荣同志由省政府副
省长转任省委常委；省委决定并报中
央政法委同意，毛超峰同志不再兼任
省委政法委书记，陈志荣同志任省委
政法委书记。省委认为，毛超峰同志
政治立场坚定，有丰富的领导经验，组
织动员能力强，善于应对复杂局面，勇
于任事、敢于担当，作风扎实，深入基
层、深入群众；陈志荣同志是海南本土
成长起来的优秀黎族干部，政治素质
好，大局意识和组织观念强，领导经验
丰富，作风深入扎实，勇于担当，对群

众感情深厚。
罗保铭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毛超

峰、陈志荣同志此前在各自岗位上为
推动海南政法工作和“三农”工作等作
出的努力和贡献，并对进一步做好政
法工作提出要求。他指出，全省政法
机关要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
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想问题、
做事情，依法履职；严守党的政治纪
律、政治规矩，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一切行动听党指挥，
坚决贯彻中央决策和省委部署，确保

政令畅通，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

罗保铭要求全省政法机关坚决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信仰
法治、坚守法治，恪守执法为民的职业
良知和秉公执法的法治精神，决不在
法律执行上搞变通，决不搞法外开恩、
决不徇私枉法。

“维稳最鲜明、最直接、最核心的
要求，就是解决群众利益受伤害的问
题，就是维护群众合理合法权益，就是
打击社会邪恶、 下转A03版▶

罗保铭在全省政法系统干部大会上强调

对党绝对忠诚 对人民极端负责
敢于担当公正司法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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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27日讯（记者彭青
林）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赐贵
主持召开六届省政府第38次常务会
议，研究加快发展互联网产业的若干政
策，审议精简行政审批、中介、收费事项
系列文件等重要文件。

根据省政府领导调整实际，会议研
究明确了省政府领导同志的分工。

会议研究讨论了《海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发展互联网产业的若干政策》，
提出“十三五”互联网产业规模要超过
1000亿元，决定从财政扶持、创新机制、
集聚发展、吸引人才等方面推进互联网

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要通过体制机制创
新积极推出一批适合互联网产业发展的
投融资及政务服务，包括省级财政每年
统筹不少于5亿元资金设立海南省互联
网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提出推广互联网
产业负面清单监管模式、推进电子发票
制度、研究股权交易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等措施，切实解决互联网企业发展中实
际问题，专项支持互联网产业发展。

会议强调，产业发展时不我待，慢
吞吞干事业是不行的，也是不允许的，
要坚决落实“马上就办”的要求，以高度
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打好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的攻坚战，逐一排查问题，倒排解
决问题的时间表，加快建设信息高速公
路。要围绕互联网企业的需求，高度重
视吸引和留住人才，处理好本土企业和
引进企业的关系，为创业团队和企业创
造良好的环境。

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南省行政审批
中介机构和服务单位清理意见》、《关于
公布新一轮省级行政审批事项清理结
果的决定》、《关于清理省级涉企行政审
批前置中介服务项目及收费情况的请
示》及《海南省财政厅关于取消或免征
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请示》，决

定对省级行政审批和行政管理服务事
项、中介机构及服务收费、行政事业性
收费进行新一轮清理：在我省第九轮清
理后保留的442项省级行政审批事项
的基础上再精简20%、88项审批事项，
不再保留省级275项行政管理服务事
项；27个中介机构立即与主管部门脱
钩，取消省职能部门对35项中介服务
的指定，对15项中介服务事项消除垄
断；取消182项涉企行政审批前置中介
服务项目及收费；在近两年累计清理
3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基础上再取
消16项， 下转A04版▶

刘赐贵主持召开六届省政府第38次常务会议

每年统筹不少于5亿元支持互联网产业发展

■ 袁锋

近日，有网友发帖吐槽三亚
的车辆年检难、候检耗时长。三亚
市交警支队解释称，新的检验监管
系统还在磨合中，下一步将加快改
善系统运行，并启动双休日加班服
务机制。（见本报今日B05版）

三亚车辆年检耗时长的诱
因，是5月1日起全国启用了统一
的检验监管系统。而三亚的问题
更突出，则是因为4家检测机构目
前只有2家能提供服务。虽然给
车主带来了不便，但统一监管系统
提高了车辆检验标准，对提高全社
会的安全系数是件好事。毕竟，安
全的重要性怎么重视也不过分。

虽有客观原因，但交警方面确
需未雨绸缪，将可能造成的不便
尽量压缩。如提前告知车主在年
检到期前90日内尽早办理，再如合
理调配检测机构供给等。开动脑
筋，换位思考，为公众提供最大程
度的便利，是有关部门应尽之责。

为公众提供
最大便利

民营银行，
到底有啥不一样

高温热死
印度1100多人

伊军反攻安巴尔伊军反攻安巴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