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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新华社俄罗斯乌法7月9日电（记
者刘越）7月 9日，金砖国家领导人同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代表对话会在俄
罗斯乌法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巴西总统罗塞
夫、印度总理莫迪、南非总统祖马等共
同出席。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在当前世界
经济形势下，金砖国家面临新挑战。同
时，金砖国家经济发展仍然大有潜力可

挖，经济合作仍然大有可为。金砖国家
经贸合作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
希望金砖国家工商界为促进金砖国家
合作应对挑战，推动各国经济发展迈上
更高台阶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希望金砖各成员国工商界
充分利用好工商理事会这一平台，促成
金砖国家企业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项
目，推动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深入发展，
加强同政府沟通，积极向政府建言献

策，为落实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作出
努力，为构建金砖国家更紧密经济伙伴
关系作出贡献。

其他国家领导人一致表示，金砖国
家工商界积极开展合作，可以为推动金
砖国家经济增长、经贸合作作出宝贵贡
献。金砖国家是国际经济领域的重要
力量，同时各有所长，在当前世界经济
形势下，金砖国家有必要加强合作，成
员国在农业、 下转A05版▶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同工商理事会代表对话会

金砖国家经济合作大有可为

新华社马普托7月8日电 应莫桑比克解放阵线
党邀请，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李军7月6日至8日率中
共友好代表团访问莫桑比克。

访问期间，莫解阵总书记马沙瓦等领导人会见代
表团。双方就两党两国关系、两党近期交往计划等深
入交换意见。此外，代表团还考察了中莫农业技术示
范中心，并与在莫海南省属企业进行座谈。

中共友好代表团
访问莫桑比克
李军率团访问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记者白阳 邹伟）记者9
日从公安部获悉，针对近期境内证券市场出现的异常
波动，公安部会同中国证监会进行分析研判，部署全国
公安机关依法打击证券期货领域违法犯罪活动。

公安部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密切配合有关主管部门，进一步严密防范、依法打击证
券期货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对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
信息、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操纵证券期
货市场等犯罪案件要坚决依法查处，对恶意卖空股票
与股指涉嫌犯罪的线索，要会同有关主管部门迅速展
开调查、依法处理，全力维护资本市场正常秩序，切实
保障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

公安部部署打击
证券期货违法犯罪

本报抱由7月 9日电 （记者周元
彭青林）学先进、找差距、促实干，7月8
日下午至9日上午，全省践行“三严三
实”真抓实干促发展现场会在乐东黎族
自治县召开。省委书记罗保铭要求全
省上下践行“三严三实”要以乐东为榜
样，以“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林北川同志
为镜子，以钉钉子、马上就办、一张蓝图
干到底的担当实干，为海南科学发展、
绿色崛起、全面建设国际旅游岛不懈奋
斗。

现职省级领导干部和市县党政主
要负责人、部分省直单位党组（党委）主
要负责同志参加现场会。顶着烈日酷
暑，参会人员通过集体学习、现场观摩
和交流会等形式，进行“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内容生动、入脑入心。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赐贵主持今天
上午的交流会。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
《乐东之变》专题片，听取了林北川同志
和6名乐东巨变亲历者的发言，省领导
马勇霞、李秀领、陈志荣、何西庆分别从
党风廉政建设、基层党建、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和殡葬改革等四个角度切入点
评。会上，大家还纷纷踊跃发言，畅谈
体会，气氛生动热烈。

罗保铭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北川同

志刚刚代表乐东也代表海南荣膺全国
优秀县委书记，以他为班长的乐东广大
干部为民苦干、廉洁担当的精神风貌和
他们所创造的发展业绩，在琼州大地引
起极大关注和强烈共鸣。我们要学习
身边的先进典型，找到差距、真抓实干，
践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这也是对全
国优秀县委书记表彰会和习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的最好贯彻。

短短三年，乐东从乱到治，从治到民
心和顺、干群融洽，再到发展势头喜人，
罗保铭认为乐东巨变有五点启示：一是
党中央从严治党营造了风清气正、实干
担当的大环境，给了我们抓党建、抓作
风、抓为民实干担当的最大底气和正气，
是尚方宝剑，是定海神针；二是给钱给物
给项目，不如配个好书记。一把手严以
律己、率先实干、以上率下，激发出最有
力量的领导力、动员力、执行力。政治路
线确定后，干部、领导干部、主要领导干
部就是决定因素；三是抓作风抓出了干
部的精神状态，抓出了干部的执行力，好
的干部作风就是最宝贵的生产力，作风
正、民心顺、海南兴；四是强化基层组织
建设，就会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正能量；

下转A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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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保铭在乐东现场会上强调

践行“三严三实”全省向乐东学习
刘赐贵主持

新华社俄罗斯乌法 7 月 9 日电
（记者陈贽 胡晓光 李建敏）7月9日，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在俄罗斯
乌法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
斯总统普京、巴西总统罗塞夫、印度总
理莫迪、南非总统祖马出席。5国领导
人围绕“金砖国家伙伴关系”主题，就当
前国际形势和金砖国家合作交换看法，
达成广泛共识，取得丰硕成果。

习近平发表了题为《共建伙伴关
系 共创美好未来》的主旨讲话，总结金
砖国家合作进程，提出加强金砖国家伙
伴关系的努力方向，表示中方愿同各方

一道，共同促进金砖国家合作不断走深
走实，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
献。

习近平强调，6年来，金砖国家走
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我们一致决
定本着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
深化金砖国家伙伴关系。当前，金砖国

家各国发展面临一些挑战，但发展潜力
巨大，上升趋势不会改变。我们对金砖
合作机制的未来充满信心。加强金砖
国家伙伴关系，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
努力。

第一，构建维护世界和平的伙伴关
系。金砖国家应该携手应对全球性问

题。要共同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
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要摒弃冷战思
维，拒绝零和博弈，共同维护地区和世
界和平稳定。

第二，构建促进共同发展的伙伴关
系。要共同构建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
同步推进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总部和

非洲区域中心建设，落实好金砖国家经
济伙伴战略。要在2015年后发展议
程、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发展问题上，
维护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
利益。

第三，构建弘扬多元文明的伙伴关
系。要坚持开放包容，积极开展同其他
国家和国际组织对话和交流，加强同其
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
作，扩大金砖国家代表性和影响力。

第四，构建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伙
伴关系。 下转A05版▶

(相关报道见B03版)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

共建伙伴关系 共创美好未来
加强金砖国家伙伴关系，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构建维护世界和平的伙伴关系 第二，构建促进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
第三，构建弘扬多元文明的伙伴关系 第四，构建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伙伴关系

■ 本报记者 周元 陈蔚林

以往一谈到乐东，首先跳入脑海的
就是“社会治安不好”“环境脏乱差”“群
体性事件高发”等字眼。谁也没有想
到，短短三年间，乐东发生了脱胎换骨
的变化，啃下一个又一个硬骨头，创造
了全国同类电厂最短工期、8天征地
7131亩、21个月迁坟11万余座等让人
惊叹的乐东速度。

乐东速度靠什么做动力？省委书
记罗保铭今天在全省践行“三严三实”
现场会上，以丰富鲜活的例子、深刻而

通俗的语言揭示了谜底——那就是“千
难万难，用真心真情真利益赢得民心就
不难”。

他指出，说一千道一万，乐东三年
大变，得益于抓住了领导干部这个“关
键少数”，主要领导干部带头率先垂范，
无声地命令；得益于抓牢了干部作风这
个“牛鼻子”；得益于抓实了用真心真情
真利益赢得民心这个真谛。

“为什么被称为‘天下第一难’的征
地、迁坟，在乐东就能迎刃而解，并一次
次刷新速度？归根结底就是乐东的干
部真正把群众放在心上。”罗保铭饱含

感情地说，乐东的干部“踏破一双鞋底，
磨破一张嘴皮”，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
里，也把实实在在的利益带给了群众，
群众才相信党、相信干部，才心甘情愿
跟党走。

罗保铭回顾说，三年前的乐东像个
战场，干部和群众是水火关系，干部高
高在上，群众不信任干部，不让干部进
村，甚至到镇政府闹事，现在，乐东的机
关干部60%以上沉在基层，大家放下
架子、扑下身子，融入群众，做一村一户
入脑入心的沟通和苦口婆心、设身处
地、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工作。2013

年，县里还派出100人的“连心桥”工作
队进村入户调查摸底，人手一本“民情
日记”，随时记录百姓的所忧所求。同
时，乐东真金白银投入民生，切实解决
与老百姓生存、需求、发展、幸福息息相
关的饮水、交通、教育、环境卫生、社会
治安等问题，让群众享受到“真利益”。

“千难万难，用真心真情真利益赢
得民心就不难。”罗保铭如数家珍地
说，为了修中线高速公路，不少普通村
民含泪砍掉了正值丰果期的芒果园，忍
痛拆掉了还没有来得及住的新房子，还
主动给在烈日下作工作的党员干部端

茶送水。乐东百姓为大局作出了牺牲，
乐东的民风在良好党风政风带动下也
实现了文明进步，乐东民心可敬、可爱、
可贵。

罗保铭强调，民心所向是我们最重
要的执政资源、为官资源。各级党组织
和领导干部要真正把群众的呼声作为
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求作为施政第一
选择，抓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利
民惠民工作，下大力气解决为民服务的

“最后半公里”问题，在群众的幸福感中
收获干部的价值感、成就感。

（本报抱由7月9日电）

乐东速度的动力何在？罗保铭一语揭谜底——

“千难万难，用真心真情真利益赢得民心就不难”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刘贡 通讯员袁迎蕾）
今年第10号台风“莲花”（热带低压级）9日22时位于
深圳市境内。省气象台预计，“莲花”10日白天将逐渐
向雷州半岛东部海面和琼州海峡靠近，并可能于10日
夜间登陆我省北部沿海地区，强度逐渐减弱。

“莲花”9日12时15分前后在广东省陆丰市甲东
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14时
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17时减弱为热带风暴，22时减
弱为热带低压。省气象台于9日17时发布台风三级
预警。

省气象台预计，10日至11日，南海东北部海面有
7-9级大风、阵风10-11级；海南岛北部、西部和中部
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东部和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北
半部沿海陆地将伴有6-7级、阵风8级的大风，南半部
沿海陆地风力5-6级、阵风7级。

省气象部门提醒，“莲花”未来将转向西偏南移动，
可能于10日夜间在海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请有关部
门做好防御台风相关工作，并密切关注最新天气预报。

在广东登陆后减弱转西南而下

“莲花”或今夜登陆海南
全岛今明暴雨

A07版 海南新闻

海南球队首次代表国家
参加青少年足球世锦赛

琼中女足今远征瑞典

7月9日，全省践行“三严三实”现场会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召开。图为省委书记罗保铭，省委副书记、省长刘赐贵等领导
和与会代表实地考察抱由镇延红村。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海口部分网吧接纳中学生上网，举报后
未见执法人员，上网者却先离开

难道有“内鬼”
通风报信？

支持资本市场稳定发展

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
使出组合拳

A10版 财经新闻

A09版 海南新闻

■ 本报评论员

在深化重点改革、抢抓“一带一路”
战略机遇的关键时期，全省践行“三严
三实”真抓实干促发展现场会在乐东黎
族自治县召开。别开生面、点燃激情、
收获颇丰的现场会，吹响了学习乐东经
验、将全省“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全面引
向深入的嘹亮集结号。

乐东这三年的变化，可谓脱胎换
骨、翻天覆地。从群众反对西南部电厂
项目落地接连爆发6次群体性事件，到
电厂提前半年并网发电，建设期间没有

丢过一根钢筋、一颗螺丝；从“宁拆房不
搬坟”的根深蒂固观念，到21个月迁坟
11.2万座；从垃圾围城、槟榔水满地，到
变成全省卫生城市；从“一征就闹、一拆
就打”，到西环高铁征地只用 18 天，中
线高速征地只用 8 天……一次次刷新
了令人惊叹的“乐东速度”，一次次创造
了令人信服的“乐东奇迹”。这短短三
年，由乱到治，由治到健康发展，乐东呈
现出昂扬向上、人心思进、政通人和的
发展状态，乐东所创造的业绩在全省上
下引起了极大关注和强烈共鸣。

乐东的巨大变迁，是乐东广大干部

群众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决
贯彻中央从严治党、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实现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一系列
英明决策的结果；是领导干部团结一
致、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一级做给一级
看、一级带着一级干的结果；是基层干
部为民苦干、廉洁担当、找准百姓的迫
切需求，解决百姓的现实问题，把实实
在在的利益带给百姓的结果；是广大百
姓识大体、明大局、心甘情愿跟党走、理
解和支持乐东发展并为之作出巨大牺
牲的结果。

乐东的巨大变迁，是我省践行“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中活生生、硬邦邦、不
容置疑的先进典型，雄辩地证明了“抓
作风就是抓发展”，“作风正、民心顺、海
南兴”的硬道理。对领导干部而言，学
有榜样、赶有目标是幸福的，何况这样
的榜样就在身边；学赶先进、见贤思齐
是愉悦的，何况这样的氛围日渐热烈。
学习乐东经验，对于全省深化改革、重
点攻坚、加快发展而言，意义十分重大，
要对镜自鉴，深学细照，把实实在在的
乐东经验尽快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
展实绩，当作当前全省践行“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的主题词、主旋律。

学习乐东经验，首先要领导干部率
先垂范。要求班子做到的，班长先做
到；要求下级做到的，上级首先做到；要
求群众做到的，干部首先做到。领导干
部这个“关键少数”必须带头冲锋，以上
率下，把“严”的精神和“实”的要求一级
做给一级看，这就是最有力量的引导力、
动员力和执行力。其次要真抓实干为民
谋利。要清醒地认识到，百姓是我们最
可依靠的力量，要把真抓实干放在第一
位置，把群众呼声当作第一信号，多做安
民之事，克尽为民之责，融入群众谋事
业，扑下身子抓发展。 下转A06版▶

学习乐东经验 践行“三严三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