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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天天涯涯
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系列专论①

导读

A04版 海南新闻

本报海口11月 11日讯 （记者王
玉洁）为进一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步
伐，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生物所近日
与上海盛知华知识产权服务公司达
成合作协议，将借助企业力量转化生
物所20项实用技术成果。

据了解，双方达成协议，该公司将
为热科院提供一站式知识产权专业化
服务，同时协助热科院及下属相关研究
所开展100个项目的知识产权专业化
管理和成果转化工作。

据悉，生物所一直重视科技成果转
化工作，在甘蔗健康种苗、橡胶树幼态
籽苗芽接种苗、沉香结香技术和海洋养
殖技术等成果的推广应用方面成效显
著。其中，甘蔗健康种苗技术已成功入
股广西康田农业科技股份公司。

热科院借企业力量
转化20项技术成果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 （记者侯
小健 通讯员罗利明）借助投资项目百
日大会战的东风，我省重点交通项目建
设正演绎“加速度”。据省交通运输厅
统计，今年前10月，我省公路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33.5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
82%。文昌文城至铜鼓岭公路改建工
程、国道G361陵水至大本改建工程均
已按期开工。

“今年列为省公路重点项目共有11
个，我们以投资项目百日大会战为契

机，全面落实项目责任，倒排工期，合理
安排工序，广泛开展劳动竞赛，确保项
目‘加速跑’。”省交通运输厅负责人称。

工人们顶着烈日挥汗施工，有的铺
方木筑模板，有的绑扎钢筋，有的电焊，
现场焊花飞溅……这是在建的定海大
桥工地呈现的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
象。目前定海大桥已累计完成投资
3.23亿元，工程量已完成八成左右。

万宁市石梅湾至大花角旅游公路正
按计划向前推进，迄今已累计完成投资

7.85亿元，桥梁完成95%（余下桥梁附属
工程），路基工程完成95%，涵洞工程完成
98%。今年5月底开工的琼中至五指山至
乐东高速公路建设稳步推进，征地拆迁已
基本完成，土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征迁补
偿已完成大部分，坟墓迁移已全部完成。

在建的铺前大桥已累计完成投资
3.5亿元，目前正加紧航道疏浚及搭建
施工用的海上钢栈桥，目前钢栈桥已完
成过半，主桥钻孔桩施工计划本月中下
旬启动，拉开水下桩基施工序幕。

前10月我省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公路重点项目投资33.5亿元

11月7日，海口市秀英区荣山村，
俯瞰西环高铁、东环高铁以及西线老
铁路。

据了解，西环高铁于2013年9月
全线开工，今年6月底完成轨道铺设，
9月完成接触网试验和主体工程静态
验收，10月13日开始启动联调联试，
随后转入试运行，预计年底前达到开
通条件。这是全球首条环岛高铁，开
通后旅客乘高铁环游海南岛将成为
现实。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东西交汇日
琼岛畅通时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周
元）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罗保铭主持省
委常委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生态文明建
设系列文件等，研究我省贯彻意见。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赐贵，省委副
书记李军，省委常委许俊、马勇霞、李秀
领、毛超峰、孙新阳、刘新、陈志荣、张
琦、胡光辉出席会议。省政协主席于
迅、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宪生、省政
协副主席陈成列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听取2015年中央第二轮专项巡视情况
汇报时的重要讲话》、2015年中央第三
轮巡视动员部署会和巡视办负责同志
座谈会精神，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
学习领会中央新精神，始终在思想政治
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巡视
发现的问题和线索，及时清理整改，充
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切实履行党委主
体责任，严格问责，以反面典型教育警
示广大干部；不断增强巡视队伍建设。

会议传达学习了《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总体方案》等生态文明建设系列文
件，指出生态环境既是人类生存的基本
条件，也是海南发展的最大本钱，各有
关部门要结合海南省情，以问题为导
向，突出重点，出台有针对性的实施细
则和措施，把中央精神落到实处；要将
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要求纳入
党校培训内容，做到应知应会；环保、宣
传、组织、纪检等各相关部门和媒体要
形成合力，通过曝光、调查、追责，严厉

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要坚持治理
和建设两条腿走路，把环保设施的布局
和建设纳入“十三五”规划中。

会议审议通过了省委《关于深入学
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实施方
案》，要求认真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培训，
深入开展宣传报道，扎实抓好贯彻实施。

会议传达学习了纪念中国关工委
成立25周年暨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表
彰大会精神，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在资

金、人员等多方面，为关工委开展工作
创造良好条件，媒体要加大对“五老”先
进典型的报道。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省两会有关事项
的请示，以及《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
主建设的实施意见》《海南省市县纪委书
记、副书记提名考察办法（试行）》《海南
省纪委派驻纪检组组长、副组长提名考
察办法（试行）》《海南省省属国有企业纪
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办法（试行）》。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委常委会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重要讲话精神

罗保铭主持 刘赐贵李军出席 于迅列席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彭
青林）今天下午，省长刘赐贵主持召开
六届省政府第49次常务会议，研究讨
论《关于在省级园区实行飞地政策的实
施意见》和美安科技新城、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海南生态软件园3
个园区试点最大限度简化行政审批改
革的实施方案，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会议指出，“飞地经济”是打破原
有行政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
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不同地区资源
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
合作模式，是推进“多规合一”的一项
重要配套政策，有利于促进全省各园
区优化资源配置和项目合理布局，推

动产业集聚，形成全省一盘棋的产业
分工格局。会议要求，要牢固树立全
局观念，把各类产业项目集中集聚到6
类园区中，实现资源有效利用最大化；
学习借鉴发达地区经验，结合海南实
际，通过建立规划、建设、管理、产值和
税收分配等合作机制，最大限度调动

“飞出地”和“飞入地”双方的积极性，
实现合作共赢，闯出具有海南特色的

“飞地经济”路子。
会议审议通过了《美安科技新城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海
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简化
行政审批改革实施方案》、《海南生态软
件园最大限度简化行政审批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会议强调，各有关市县、部
门都要以高度的责任感支持、呵护和推
进园区行政审批改革试点，同步加快精
简审批流程和事中事后监管创新，强化
企业承诺公示制和园区廉政承诺制。
要加强对园区的领导，严格把好园区准
入关。试点园区要明确试点时限，加快
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其他园区要积
极学习借鉴试点经验，制定各自的简化
审批实施方案，在“多规合一”中有力推
进产业在园区的集聚发展。

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南省社会救
助规定》，修订了《海南省经济特区企
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会
议指出，要加大社会救助政策的宣传

力度，推动政策的用好用足；加强数据
管理，准确审核监管，确保公开透明，
真正把最弱势、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
社会群体关心好、保障好，共同促进和
维护社会公平与和谐稳定。要加大改
革创新力度，继续推进“三证合一”等
改革措施，为进一步深化商事登记制
度改革提供制度保障。

会议还研究讨论了《海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
实施意见》，决定提请省委审议。会议
决定成立海南省“十三五”规划纲要编
制工作领导小组，并通过了相关工作
方案。决定废止《海南省实施<森林防
火条例>办法》。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深入推进园区简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高
原 张雨薇）自2014年8月至今，省审计厅将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政策落实情况跟踪审计作为
当前审计工作的首要任务，组织全省审计机关积极开
展稳增长跟踪审计，认真履行“督查员”职责。

据了解，全省参与此项跟踪审计人数2400多人
次，共抽查单位1425个，涉及资金539.12亿元；抽查
项目403个，涉及项目总投资额1887.5亿元。通过审
计，发现问题195个，涉及资金82亿元。

在审计发现的195个问题中，涉及重大项目推进
方面问题36个，其中涉及重大项目18个；财政资金管
理使用方面问题10个，涉及资金金额81.79亿元；简政
放权、政策落实等方面问题87个，其中未按要求取消、
下放或承接行政审批事项18个、未按要求出台措施未
及时修订制度等问题11个、政策落实等问题58个；涉
及养老和健康服务业、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救助等方
面问题62个。

省审计厅联合省政府督查室，对审计发现重大问
题进行督查整改。截至10月底，已促进污水处理厂、
污泥处理处置、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等20个重大建
设项目加快推进；促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和重点资金
到位2.44亿元；促进简政放权850项；促进海洋与渔业
系统重大政策落实3项；完善省卫生服务体系和医师
多点执业等体制机制2项。

我省稳增长跟踪审计
促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 穹平

每每风云际会、大潮奔涌之时，人
们都不会忘记“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
动”的古老道理。

立冬前后的海南，依旧绿意盎然、
生机勃发。在这片珍宝一般的热土上，
琼州热血儿女看到十八届五中全会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擘画，听到为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号角吹响，
标示在改革开放全局和民族复兴征途
上的现实方位……“时”与“势”都于我
有利，清晰如画。这必将是世界文明史
上的东方传奇，必将对接着亿万人民的
小康梦想，也必将在南国挥洒出波澜壮
阔的海南故事。

世界版图上的人类壮举

为什么江山如此多娇？为什么风
景这边独好？

历史的引线如雪泥鸿爪，历史的长
河似潜流深沉。只有放宽历史的视界，
从更长远的历史时段、更宏阔的人类命
运等角度，才能在世界局势波诡云谲
中，不畏浮云、寻脉定位，更加看清在坚
实的东方大地上，已经且继续开创着的
人类奇迹。

今年3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再
访中国，坦言 1971 年第一次看到北京
时，完全想不到中国会发生如此大的变
化。“现在中国发生的巨变彰显了人类
精神的巨大胜利”，这“是超越人类极限
的梦想。”

这的确是一次超越梦想的人类精
神胜利。在基辛格见证的历史里，中国
经济从“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边缘走向
被称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在“十二
五”期间，中国蝉联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之位，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跻身“10
万亿美元俱乐部”，增速领先全球主要
经济体，高铁、核电和航天的竞争力令

世界为之瞩目。
当1927年11月的中国还处在西方

列强的殖民阴翳下，四分五裂、烽烟蔽
日，一个青年将领潜回海南筹划发展工
农武装；而另一个更年轻的文质彬彬的
青年，已经在两个月前参与全琼武装起
义，亲率一支讨逆革命军。这两个年轻
人分别是张云逸、冯白驹，他们像所有
历史的先行者一样，最初迈开脚步的时
候似乎并不够起眼，然而他们所汇入的
洪流、所选择的事业注定了要光耀人类
文明的青史。就在这一年，处于两次世
界大战间隙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名
著《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当中说，“所有
最重要的历史性时刻，都有漫长的酝酿
时间在流逝。”但这样的时刻一旦发生，
就“宛若星辰一样散射着永远的光辉。”
今年5月，当中国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胜时期的关口上，中纪委专门荐读
这本书时，加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标题：
瞬间铸就永恒。

这的确是一次铸就永恒的巨轮转
舵时刻。中国并不轻松，“十三五”期间
中国正经历新旧动能转化、人口结构变
化、资源环境压力、化解民生难题等激
流险滩中的发展模式转舵，将在阵痛中
跃向更科学的发展范式，将以穿越发展
中国家谈之色变的“中等收入陷阱”的
惊险航程，划出“深水区”的磅礴水道，
而载入史册。中国并不孤立，世界银行
行长金墉表示，过去两年全球经济增长
的 30%来自于中国。虽然当前经济增
速有所放缓，但中国仍是国际金融危机
以来对世界增长的最大贡献国、最大正
能量。共享中国发展红利的“一带一
路”，涵盖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44亿人
口，经济总量占全球 30%，成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光明大道。所以国际
主流媒体几乎一致认为，五中全会的顶
层设计和战略举措，不仅决定中国未来
发展方向，也将左右世界经济能否复苏
向前。

史学巨擘汤因比在1973年完成其
封鼎之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中，爬梳人
类几千年文明史后，将目光聚集在了深
涵和平发展的政治伦理和传统文化基
因的中国文明身上。他展望千年生生
不息、从未断层的中国文明在现代世界
中肩负的使命时说，中国对“处于深浅
莫测的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
说，都是一项伟业”，“中国文明将照亮
21世纪。”

这的确是一次照亮命运的发展道
路选择。在人类文明的地平线上，行进
着一支“不屑于隐藏自己的观点和主
张”、“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队伍。
在共产党之前，还从未有过一个政党，
这样宣称自己的执政理念和奋斗目标
是完全利他的。这对于一切只敢承担
有限责任的“精明政党”而言，几乎无法
理解世界上可以有这样一种“毫不利
己、专门利人”的政治情怀。然而在晨
光初曙的世界东方， 下转A02版▶

复兴路上的决胜时刻
——试论海南迈向全面小康的时势与方位

■ 张成林

海口府城珠良村的起云塔，是清乾隆时期村民为
防海盗而建，长期以来，被当地村民称为救命塔，是当时
生产生活的反映。由于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该塔
被列入我省文物保护单位。但眼下，起云塔却陷入危险
境地：因年代久远，塔身已经严重倾斜，由于资金不到位，
修缮工程遥遥无期。（见今日A04版）

历史遗迹是祖先们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承载着
历史和文化的厚度，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一栋风格
独特的古庙、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塔……遗迹虽小，却
彰显着一地的文化底蕴，意味着一地的“根”与“魂”。
由于年代久远、历经风雨，这些古迹显得极为脆弱，极
易受到损坏，也正因如此，才需要我们及时修护、加倍
呵护。

古迹修缮的遥遥无期，与其说是由于资金不到位，
倒不如说是因为意识与责任的缺失。一地的发展倘若
一味追逐经济上的富有，却忽略精神文化的提升，则注
定是不全面的、有违发展本质的。面对受损的历史遗
迹，我们只有心存敬畏，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自觉扛起
历史担当，才能让其不再“受伤”，焕发出恒久的魅力。

莫伤了古迹丢了“魂”

三亚彻查“北京三亚双飞五日游”案

一购物点停业
两购物点各罚10万

未来五年哪些职业
最有“钱途”？

B03版 中国新闻

B01版 中国新闻

阿里巴巴：去年达到百亿元用了38分钟，
而今年只用了不到13分钟

“双11”，
不止是网购狂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