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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举办海口市

2015年地产推介会
的公告

海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定 于

2015年6月26日下午2：30在

海口市西海岸长滨三路市政府

办公区迎宾楼举办2015年地

产推介会，敬请有意在海口市

投资建设的企业积极参会，具

体事宜请与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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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6日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经中共
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
（试行）》（以下简称《条例》）正式颁布，
自2015年6月11日起施行。

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
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和其
他组织领导机关中设立党组，是我们党
从国情出发创造的一项重要制度，是确

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
落实的重要途径，体现了我们党独特的
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在革
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党组制度都
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牢牢坚持党的
领导，把党的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进一步完善党组制度，提高党组工作的

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
《条例》共分8章、39条，对党组设

立、职责、组织原则、议事决策等作出全
面规范，对监督检查、责任追究提出明
确要求，是党组工作方面的基础主干党
内法规，是党组设立和运行的总依据总
遵循。《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加强
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
核心作用，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中央要求，各级党委要从全面从严
治党、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战略高度，
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党组工作的极端
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加强对《条例》实

施的组织领导。要抓好《条例》的宣传
解读和学习培训，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刻理解《条
例》精神，准确掌握《条例》主要内容，增
强运用《条例》做好党组工作的能力。
要加强督促落实，确保《条例》各项规定
要求落到实处。

(相关报道见B02版)

中共中央印发
《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

据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经李
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
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
措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系统性、普
惠性政策文件。

《意见》明确，推进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要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坚持改革推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放宽政策、放开
市场、放活主体，形成有利于创业创
新的良好氛围，让千千万万创业者活
跃起来，汇聚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
动能。

《意见》从9大领域、30个方面明
确了96条政策措施。一是创新体制
机制，实现创业便利化；二是优化财税
政策，强化创业扶持；三是搞活金融市
场，实现便捷融资；四是扩大创业投
资，支持创业起步成长；五是发展创业

服务，构建创业生态；六是建设创业创
新平台，增强支撑作用；七是激发创造
活力，发展创新型创业；八是拓展城乡
创业渠道，实现创业带动就业；九是加
强统筹协调，完善协同机制。

《意见》指出要建立部际联席会议
制度和政策协调联动机制、政策措施
落实情况督查督导机制，形成强大合
力，全力打通决策部署的“最先一公
里”和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确保
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

国务院印发《意见》

96条政策措施推进创业创新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金昌波 特约记者郑
晓富）自1993年开始，海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与海南
省农垦总局创造性地开展“兴垦强军”活动，20多年
来，农垦广大预备役官兵积极投身强军实践，走出了一
条独具特色的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为强化融合发展
理念，凝聚融合发展的共识，加快推进我省争创军地军
民融合式发展实践范例步伐，从今天起，本报联合海南
陆军预备役步兵师、海南省农垦总局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兴垦强军·我与预备役部队”主题征文评选活动。

本次主题征文评选活动参与者主要针对预备役师
的现役官兵和广大预备役官兵，包括已经退出预备役
的预备役官兵和曾经在预备役部队工作过的已调离或
转业的现役官兵，内容以讲述自己在预备役部队期间
的一段难忘经历为主，要求语言简洁朴实、内容小中见
大。征文采取约稿与自发投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自
发投稿者可于2016年1月15日前，将稿件材料通过
电子邮件发送至laoshxiong@163.com，或邮寄至海
口市秀英区海盛路7号。征文稿件将统一由预备役师
政治部审核，并择优刊发。

据悉，活动结束后，主办方将对评选出来的优秀作
品予以表彰。 (相关报道见A04版)

兴垦强军主题征文活动启动

讲述“我与预备役
部队”的故事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罗霞 实习生沈怡
轩 肖瑶）根据省商务厅、省财政厅近日下发的2015年
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相关项目申报通知，我省利用
2015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中小外贸企业提
升国际化经营能力，企业参加境外展会、自主办展、进
行网络营销等可获70%资金支持，最高支持资金达70
万元，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提出资金申请。

该资金重点支持对象为上年度进出口额达到
15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上年度有出口业绩的生产型
企业；我省特色农产品出口企业和从事外贸经营活动
的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企业。资金优先支持境外展览
会项目、认证类项目、境外专利申请项目、境外商标注
册项目等鼓励类项目。

鼓励类项目支持标准原则上按实际发生费用的
70%给予支持。参加境外展览会按70%支持展位费，
每个标准展位支持不超过5万元（每9㎡计为一个标准
展位），每个企业项目支持不超过3个展位（即不超过
27㎡）。境外自主办展项目按70%支持场地租赁费和
搭建费，支持的搭建费不超过场地费的20%，总支持
额度不超过70万元。

我省支持中小外贸企业提升
国际化经营能力

企业参加境外展会等
可获70%资金支持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侯小
健 特约记者陈涛）“琼中终于通高速
了，以后我们出入更加方便快捷了，这
在过去想都不敢想！”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营根镇升坡村委会升坡村村民王
琼英见证屯琼高速公路开通盛景，心
里喜滋滋。

这是我省少数民族地区交通快速
发展的一个缩影。据省交通运输厅统
计，“十二五”期间，我省交通投资向少
数民族地区倾斜，近5年来少数民族
地区交通投资达190多亿元，构筑了
纵横交错的路网，铺就了百姓致富路。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董宪曾称，再

过几年，琼乐高速建成后，将与屯琼高
速连为一体，形成一条纵贯中部、连通
南北的快速交通大通道，完善我省路
网布局，推动沿线城镇化发展，助力中
部地区发展。

发展经济，交通先行。近年来，省
交通运输厅本着“投资拉动、编织路网、
破解瓶颈、服务出行”的原则，逐年加大
对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交通建设投资
力度，年均投资约40亿元，着力编织少
数民族地区干线公路网。先后完成海
屯高速、屯琼高速、三亚绕城高速、环岛
高速西线大中修工程、海榆中线改造工
程、昌江太坡立交至棋子湾旅游公路等

项目的建设。
出入更便捷了——这是中西部少

数民族地区百姓的共同感受。一条条
水泥路不断向广大乡村延伸，百姓告
别了过去“雨天一脚泥，晴天一身尘”
的历史。这得益于县道砂土路改造及
农村通畅工程的实施。

自2012年以来，我省启动县道砂
土路改造工程，改造里程977公里，投
资约28亿元，其中少数民族地区里程
254公里，占全省总里程的26%，投资
7亿元，占全省的25.5%。鉴于少数
民族市县财政困难，省交通运输厅将
这些地区的补助标准由130万元/公

里提高至160万元/公里，共安排省级
补助资金 4.2 亿元，占全省补助的
30%。

“羊角岭至榕落坡公路原是坑坑洼
洼的土路，村民出入很不方便。如今土
路改为水泥路，我们出行更方便了，村
民种植的香蕉等农产品也能快速运出
去，卖个好价钱！”琼中黎母山镇永木村
委会新村村民盘诗安喜上眉梢。

为促进城乡客运一体化和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近年来，我省共下
达9个少数民族市县107个候车亭建
设计划，投入资金535万元，惠及人口
65万人。

我省交通投资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

5年投入190多亿铺就百姓致富路

6月16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岭脚村，成片桑田郁郁葱葱，一条观光栈道穿田而过。该村目前种植桑叶400多亩，
今年的首批桑叶已经采摘完毕，第二批桑叶正在生长。

近年来，琼中立足生态、民族等资源优势，特色产业与乡村旅游同步发展，拟用五年打造一批“富美乡村”。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摄

种桑致富
旅游增色

■ 饶思锐

针对三亚一潜水教练在向游客
索要小费不成后，提供低劣服务的行
为，三亚市旅游质监局除责令退还游
客消费款项外，还将涉事教练员列入
行业黑名单；该教练员也被其所在的
企业开除。（见今日A11版）

对游客而言，旅游从业人员服
务得好，给点小费未尝不可，但前提
是要通过优质的服务，让游客心甘
情愿地付小费，而不是主动索要，甚
至将小费异化成游客的“固定消
费”，更不能因为游客不给小费就恶
言相向，降低服务档次和服务水
准。《旅游法》对索要小费的行为也
是明文禁止的。

对这一个案进行严肃处理，充
分说明了三亚市整肃旅游市场环
境的态度和决心。只有及时清除
旅游业中的害群之马，才能让游客
充分享受到优质的服务体验，也只
有这样，才能维护好三亚市良好的
旅游环境和旅游形象。

旅游业害群之马
就应早日清除

本报抱由6月16日电（记者苏庆
明 通讯员段小申）“农村党组织就在
百姓身边，但很多基层党建工作并不
容易做好，老百姓抱怨不小。今天观
摩乐东的经验，无异于上了一堂生动
的学习课！”今天下午，海南省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在乐东黎族自
治县组织召开的全省农村基层党风廉
政建设现场会上，一位现场观摩的与
会代表向记者表示。

在现场会观摩第一站乐东佛罗镇
丹村，与会代表在一幅幅富有“廉政文
化”气息的当地黎族群众的剪纸前驻
足，感受鲜活的廉政教育做法；在龙沐
湾警示教育基地，看到一群村干部正
在观看警示教育片，代表们纷纷放慢
脚步，仔细观摩；在国电西南部电厂，
看到一排排正在建设中的高大漂亮的
厂房，代表们对乐东县委举全县之力，
通过抓基层党建，促干部作风转变，最
终使该项目平稳落地，发出了由衷的
赞叹；在九所镇乐罗村便民服务中心

代办点，代表们表示，当地村、镇两级
干部真正把方便带给群众，把为民办
事办到群众的心坎里。

“这样做既健全了基层组织，又方
便了百姓，增强了百姓对我们党的信
任，非常值得借鉴。”在乐罗村便民服
务中心代办点，当了解到有7名镇干
部在这里值班，通过打造“一站式服
务”，在一年时间里为百姓提供500
余次咨询、化解29起纠纷矛盾、办结
2076 起受理事项，成功做到百姓办
事不出村时，一位市县的领导称赞
道。

据了解，近年来，乐东县委聚精会
神抓农村基层党建，深入整治庸懒散
奢贪，持之以恒纠正“四风”，使作风建
设成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助推
器。乐东县委通过配强两委班子、强
化教育培训，规范村级管理、整顿软弱
组织，推动资源下沉、坚持以上率下，
敢于动真碰硬、严格监督执纪问责，促
使干部敢于担当，切实维护了群众利

益，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参加今天现场会的有省、市（县）

两级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联席
会议成员单位有关负责人，乐东县四

套班子主要领导，检察院、法院主要负
责人，白沙县委主要领导，省纪委监察
厅部分班子成员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共
180余人。

180余名领导干部乐东观摩廉政文化

6月16日下午，参加全省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现场会的代表，参观乐东
龙沐湾警示教育基地。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孙体雄 摄

A03版 丝路话古今寻梦万里行

马来西亚槟城州首席部长林冠英谈槟城海南合作

搭上“海丝”快车
共建共享共赢

A11版 海南新闻

海口一工地发生
疑似食物中毒事件
65名建筑工人经治疗后已出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