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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况昌勋

短短3年时间，乐东黎族自治县发
生了巨大变化，环境卫生由脏变靓、社
会治安由乱变治、基层组织由弱变强，
成为全省上下比学赶超的时代楷模。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张琦认
为，学习乐东精神，核心是学习求真较
真、务实落实、负责尽责、严细严谨的工
作作风，关键是紧密结合三亚实际，以
整治违法建筑为重点，全力推进“双修”

“双城”综合试点工作，加快建设国际化

热带滨海旅游精品城市。
自今年1月至10月9日，三亚全市

共拆除违建5485栋、总面积317.6万平
方米，提前4个多月完成了年初确定全
年拆违206万平方米的任务，违建势头
得到有效遏制。

以乐东为镜，三亚在整治违法建筑
等重大工作中践行乐东精神。“践行乐
东精神，首先要勇担当、扛责任。”张琦
表示，违法建筑是影响和制约三亚发展
的一大“毒瘤”，不仅侵占海岸线、河岸
线等岸线资源，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影

响社会公平正义，还干扰重大建设项目
推进、阻碍“多规合一”进程。截至2014
年底，三亚市违建存量达到412万平方
米，新增违建禁而不绝，打违控违形势
非常严峻。

“为此，三亚市贯彻落实省委书记
罗保铭‘坚决刹住违法用地和违章乱
建歪风’的要求，按照《海南省整治违
法建筑三年攻坚行动方案》的统一部
署，坚持‘城市治理管理与发展同等重
要’的理念，咬定违建不放松。”张琦介
绍，三亚把打违作为推进“双修”“双
城”综合试点工作的重要内容，作为

“城市治理管理年”行动的关键战役，
作为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
程，通过打违控违，真正做到让路于

民、让绿于民、让景于民、让海于民、让
田于民。

践行乐东精神，还需要谋实事、重
实干。张琦表示，在整治违法建筑工作
中，三亚市坚持从严谋事、从实干事。
在工作思路上，确立“严查存量、严禁增
量”的工作思路和“拆、控、疏”相结合的
工作方法；在工作机制上，构建以属地
区政府为主体，市综合执法、公安、国土
等部门参与的联合执法机制；在工作措
施上，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
等手段，加强属地网格化监管和部门协
作监管，全力开展“两普查、两规划、一
报建”工作，积极推进土地拆后利用和
配套设施建设；在用人导向上，注重在
打违控违一线考察和选用干部，严查参

与违法建设牟取不正当利益和为违建
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共问责干部
26人，立案查处干部5人；在宣传引导
上，加强与主流媒体的沟通交流，争取
媒体支持，赢得群众理解，使拆违形成
共识、形成声势、形成合力。

“拆违是‘天下第一难事’。三亚整
治违法建筑还需要学习乐东的敢较真、
敢碰硬精神。”张琦强调，三亚市敢于较
真碰硬、敢啃“硬骨头”，着力打击集中
成片的违建区域，重点打击“双修”“双
城”试点范围内的违建，严厉打击舆论
关注度高的违建，做到“违法建筑、一拆
到底”，为三亚拆出发展空间、扫平发展
道路。

（本报三亚10月12日电）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张琦表示：

实干担当较真碰硬啃下“打违”硬骨头
领导干部谈 学习乐东精神

本报海口10月 12日讯 （记者许
春媚 通讯员陈亮 梁绮艳）今天上午，
海口市美兰区新琼片区棚户区（城中
村）改造项目现场指挥部在灵山镇坡
用村揭牌成立。据了解，这是美兰区
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工作中的又一重
点项目，项目的房屋征收协议签订工

作将于12月启动。
美兰区新琼片区棚户区（城中村）

改造项目位于省委周边，毗邻南渡江，
项目征收范围东至琼山大道，南至规
划路（与和风家园项目接壤），西至南
渡江，北至规划路（具体范围以规划红
线为准）。据了解，这一项目被列为今

年省、市重点项目。指挥部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这一新的棚改项目位于
灵山及海文高速公路连接海口市区的
必经之路，地理位置非常显著，但是由
于历史原因，这一片区建筑杂乱无章、
基础设施落后，生活环境差，彻底改造
势在必行。

根据海口市棚改工作部署，美
兰区新琼片区已经启动项目倒排工
作计划，目前已经完成 13 个涉征村
庄的入户调查工作，同时已完成征收
补偿安置方案初稿的制订并在涉征
13 个村庄内张贴，充分征求被征收
户意见。

海口新琼片区棚改项目启动
12月开展房屋征收协议签订工作

本报三亚10月12日电（记者黄媛
艳 苏庆明）“我们现在的房子是D级危
房，通过棚户区改造，我们以危房换新
房，这是大好事。”10月10日，三亚天涯
区东方花园业主、来自北京的姜先生表
示，他已签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

三亚是全省棚户区改造任务量较

大的城市之一，当前市内一些楼宇破旧
密集，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急需通过棚户
区改造。针对下半年棚改推进难度大的
问题，三亚于今年9月底启动年内剩余
棚改项目攻坚战。10日下午，三亚市天
涯区棚改工作组在东方花园小区举行征
收补偿安置协议签订仪式。据悉，这是

今年三亚棚户区改造工作启动攻坚战以
来，首个与业主进行签约程序的棚改项
目，该小区首日签协议率达60％。据了
解，天涯区其他5个棚户改造项目也将
于近日陆续开始签订补偿安置协议。

今年下半年起，三亚同步启动海坡
村、金鸡岭花园新村、金鸡岭4组片区

棚户区等改造项目。
据介绍，目前，三亚棚户区改造项

目已全面铺开，截至目前，全市2015年
棚户区已完成改造7880户，占年度任
务的80.07%，按照省政府的要求，今年
10月底前棚改项目开工率将达90%，
11月15日前将实现100%开工。

三亚棚改攻坚阶段首批业主签约
东方花园改造项目首日签约率达60％

绿化宝岛 植树造林

本报营根10月12日电（记者王培
琳 特约记者黎大辉 通讯员王丽娟）今
天，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启动“绿化宝
岛大行动”大会战中，干部群众冒雨种植
鸡冠刺桐、凤凰木、火焰木、狐尾椰、黄
槐、红花紫荊等100多株树苗。

琼中积极开展“绿化宝岛”大行动，
2011-2015年造林总任务5.2万亩。截
至 9月，琼中绿化宝岛造林现存面积
43587.8亩，完成率83.8%。琼中县委书
记孙喆表示，琼中将矢志不渝地推进“绿
化宝岛”大行动，加强对种植树木进行抚
育管理，力争在12月20日前完成琼中
绿化宝岛任务。

琼中 |
力争完成5.2万亩
造林任务

本报嘉积10月 12日电 （记者蔡
倩）10月11日上午，琼海组织该市93个
机关单位2500多名职工干部在嘉积城
区3.5公里长的银海路开展义务植树活
动，冒雨栽植树木1000多棵，为琼海又
添新绿。

近年来，琼海市紧紧围绕“打造田
园城市，构建幸福琼海”这一发展战
略，将绿化宝岛、美丽乡村建设和休
闲农业发展有机融合，琼海市委市政
府突破思路，群众突破观念，形式手
段突破从前，成为全省一面靓丽的旗
帜。据了解，2011年至 2015年，琼海
在绿化宝岛大行动中共投入 7.5 亿
元，累计造林53814.9 亩，占省里下达
任务的113%。

琼海 |
2500余人
参与义务植树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陈蔚林）昨天
上午，海南省音乐家协会第六次全省代表大会在
海口召开。百余名来自市县、部队、高校、文艺团
体及社会各界的音乐工作者代表参加会议。

记者从会上获知，省音协从1988年随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时成立的中国音协海南分会筹备小
组发展至今，已经走过27年的历程，从最初仅有
全国音协会员10名、省级会员60名发展到共有
会员432名，其中全国音协会员53名，为海南音
乐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省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在会上充分肯定了
省音协在我省重大艺术活动中发挥的优势和作
用，希望全省音乐工作者进一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新一届主席团的领导下，
凝聚力量、开拓创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
出有温度、接地气的优秀音乐作品，为推动我省
音乐事业发展和国际旅游岛文化建设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第六届省音
协主席团，原副主席王艳梅当选为第六届省音协
主席。

省音协选举产生
新一届理事会和主席团

9月29日，作为三亚旅游业3.0
升级版的标志性旅游设施，投资超过
百亿元的亚特兰蒂斯酒店项目正在
快速建设中。据了解，目前该酒店一
期主塔楼正在进行F12层的施工，裙
楼部分L1层除水族馆区域外已全部
封顶，预计裙楼主体今年年底可完成
施工。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亚特兰蒂斯酒店
建设加速

◀上接A01版
树立高尚道德情操，严明党的纪律戒尺，把党章权
威立起来。《准则》紧扣廉洁自律主题，重申党的理
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坚持正面倡导、重在
立德，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看得见、摸得
着的高标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情操。
《条例》把党章对纪律的要求整合成政治纪律、组
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
律，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划出了党组织和党
员不可触碰的底线。

会议强调，我们党是有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
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
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严明党的纪律，要把严守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排在首要位置。不管违反哪方
面纪律，任其发展，最终都会侵蚀党的执政基础，
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各级党委要担当和落实好全
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严格按照《准则》和《条
例》办事，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把党规党纪刻印在
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心上。领导干部
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维护党规党纪的严肃性和
权威性，敢于担当、敢于较真、敢于斗争，保证把纪
律和各项党内法规执行到位。各级纪委要全面履
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以贯彻《准则》和《条例》为
契机，探索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
制，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坚强纪
律保证。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十八届五中全会
10月26日至29日召开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省文体
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
的案件线索举报。我们郑重承诺：严守保密
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定期通报受理查
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
队）、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箱：hnxwjb@
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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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为听讲座颠簸百里

“讲坛既具深度，又有高度。”谈起国际
旅游岛讲坛，海南省循环经济研究会秘书
长刘卫国赞不绝口。由于工作需要汲取大
量社科知识，他常常通过寻访省社科联专
家或查看报纸、电视、网络获得信息，有时
想要与国内顶尖专家面对面交流，就要千
里迢迢到省外求教和学习。

学习交流方式单一，已经成为当年我
省干部群众充分利用社科知识参与经济社
会发展的一道桎梏。

响应干部群众呼声，省社科联在省委
省政府的肯定和专款支持下，结合海南发
展实际举办国际旅游岛讲坛和琼州学堂，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坚定加快国际旅
游岛建设，实现海南绿色崛起的信心和决
心，打牢全省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受到省社科联（院）的邀请与感召，一
批又一批省内外社科专家学者纷至沓来，
牢牢把握科学发展的时代主题，精心推出
了一系列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理论
宣讲课程，两个公益类大众宣讲平台“传播
文化、共享知识、凝聚思想、共谋发展”的独
特魅力开始凸显。

在国际旅游岛讲坛历年共收到4000
多份调查问卷中，总体满意度“好”以上
评价占95％以上，很多听众在问卷中以

“形式好、内容新、实用性强，多举办这类

讲座，百姓需要、社会需要”表达了对讲
坛的喜爱。

如今：讲什么听众说了算

采访中，笔者不时可以听到干部群众
对国际旅游岛讲坛和琼州学堂作出“讲述
细致，深入浅出，融会贯通”等积极评价。
三亚市委宣传部干部邢增海就说：“国际旅
游岛讲坛邀请的许多‘大腕’专家，给了我
精神上、生活中的启迪，多年过去仍然记忆
犹新。”

其实，社科类讲座要让干部群众听得
懂、记得住并非易事，如何精准定位需求、
精致选择专题、切实贴近民生服务百姓，把
讲坛打造成为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新平
台，主办方费了许多心思——

省社科联（院）多次召开国际旅游岛
讲坛听众座谈会，邀请听众代表座谈，当
面听取意见和建议；编制了听众调查问

卷，对讲座和主讲人进行打分；印发《海南
省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与需求调查问
卷》，对干部群众的社科文化素养进行摸
底，以此作为开展讲坛等社科普及工作的
基础，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旅游岛讲坛自成
立起，便创新性地成立了选题咨询专家
小组，由“专家推荐专家”，力争做到所邀
专家不仅政治可靠、学术权威，具有一定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且具备相当强的
讲演感染力。海南大学教授曹锡仁说，
登台讲演的专家都不同程度地具备这样
的条件。

琼州学堂则在省社科联（院）指导下，
坚持市县“点菜”、主办方组织专家“炒菜”
的“菜单式”模式运行。省内专家填报《琼
州学堂主讲专家征选报名表》，形成精品课
程“菜单”，各市县从“菜单”中“点菜”后，相
关专家便到该市县“炒菜”，邀请市县干部
群众免费“品菜”。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宣传部干部叶
兆承给国际旅游岛讲坛和琼州学堂倾听群
众心声、立足群众需求的服务模式点赞，对
于国际旅游岛讲坛常驻海口举办高端讲
座，琼州学堂则深入各市县做“流动学堂”
的方式也深表认同，“这样互为补充，让全
岛人民都能享受到社科知识普及大餐，一
个也不落下！”

如何做到“一个也不落下”？讲座场地
有限，可容纳听众人数就有限，如何延伸讲
座的影响十分重要。以国际旅游岛讲坛为
例：主办方积极与有条件的市县合作，先后
设立了三亚分论坛和儋州分论坛，扩大了
讲坛的覆盖面，而且以讲座为基础，在电视
台强档推出“电视版”讲坛；编辑印发“纸媒
版”讲坛《讲座早报》，分送省委省政府领
导、省直部门和市县领导参阅；通过海南社
会科学网，开发“网络版”讲坛，为听众查看
讲座预告和阅读《讲座早报》提供便利；编
辑出版发行了5辑《国际旅游岛讲坛报告

选》，共计200万余字，为干部群众工作和
生活提供了帮助。琼州学堂也出版发行5
部专辑，及时编发《讲稿参阅》。

未来：更好服务海南贴近群众

记者注意到，在强化政治意识、突出理
论宣讲和舆论引导，充分发挥宣讲党的方
针政策的重要作用之外，紧扣海南经济社
会发展实践，服务国际旅游岛建设，也是省
社科联（院）举办公益类大众宣讲平台的又
一重要作用和突出特点。

省社科联（院）专职副主席、副院长詹
兴文以国际旅游岛讲坛为例，认为讲坛举
办以来，不仅邀请到龙永图、杨洁勉、袁志
刚、李君如、洪银兴、迟福林、汪玉凯、佟家
栋、朱庆葆等知名专家围绕“‘一带一路’、
亚投行和海南机遇”、“周边安全形势和中
国外交应对”等主题登台演讲，还立足于海
南旅游大省发展前景，组织南炳文、曾仕

强、毛佩琦、周文彰、康震、熊召政、司徒尚
纪、韩少功等知名专家深入挖掘海南历史
文化，让旅游插上文化的翅膀，打开文化与
旅游融合式发展的新局面。

省社科联（院）党组书记、主席、院长赵
康太强调：“海南担负着维护南海权益、守
护蓝色国土的重大政治任务，为了谋划好
海南海洋大省的蓝色经济文章，我们也做
出了诸多思考和实践。”仅近三年，省社科
联（院）就策划推出了“南海开发”、“走向海
洋”、“南海发展”等板块，邀请尹卓、朱成
虎、庄国土、李国强等知名专家举办了一系
列讲座，深受群众喜爱。

回顾来路，这几年，省社科联（院）倾
力打造大众宣讲平台、举办公益性讲座，
有效宣讲了党的方针政策，解读了时事热
点，回应了民众的生活关切，有力地推动
了全省干部群众内在修养的积累和文明
素质的提升，巩固了全省干部群众团结奋
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令全省上下洋溢着崇
学尚学之风，为形成发展共识起到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

“读书、学习、听讲座正潜移默化地成
为干部群众的一种生活态度、生活习惯和
生活方式。”赵康太表示，下一步，此类大众
宣讲平台和公益性讲座还将持之以恒地开
展下去，进一步立足海南实际、贴近群众生
活，不断推动海南走向世界，吸引世界了解
海南。

（本版文字/林蔚 何凌）

近年来，省社科联（院）倾力打造国际旅游岛讲坛、琼州学堂大众宣讲平台，举办公益性讲座

让世界了解海南，让海南走向世界
“今天周六，听讲座去！”近年来，结伴去听社科知识讲座成为海南干部群众周末生活的重要内容和“潮流时尚”。其中，

又以由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院）共同主办的国际旅游岛讲坛和省社科联（院）主办的琼州学堂两个公益类大众宣讲平台最
广为人知。

据统计，国际旅游岛讲坛自2011年创办至今，累计举办讲座211场，服务听众近10万人次；琼州学堂自2010年创办至
今，累计举办讲座200余场，惠及民众7万人次；宣讲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生态环保等领域，最大程度满足
了海南听众的听讲需求，调动了海南听众的参与积极性，逐渐建成了家喻户晓的公益类大众宣讲平台和体现国际旅游岛软
实力的“文化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