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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国务
院日前印发《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就整合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两项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提出明确要求。

《意见》就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政策明确提出了“六统一”的要求：一
要统一覆盖范围。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覆盖除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应参保人员
以外的其他所有城乡居民。二要统一

筹资政策。坚持多渠道筹资，合理确
定城乡统一的筹资标准，现有城镇居
民医保和新农合个人缴费标准差距较
大地区可采取差别缴费的办法逐步过
渡。三要统一保障待遇。逐步统一保
障范围和支付标准，政策范围内住院
费用支付比例保持在75%左右，逐步
提高门诊保障水平。四要统一医保目
录。由各省（区、市）在现有城镇居民
医保和新农合目录的基础上，适当考
虑参保人员需求变化，制定统一的医

保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目录。五要统
一定点管理。统一定点机构管理办
法，强化定点服务协议管理，建立健全
考核评价机制和动态的准入退出机
制。六要统一基金管理。城乡居民医
保执行国家统一的基金财务制度、会
计制度和基金预决算管理制度。

《意见》强调，各省（区、市）要于
2016年6月底前对制度整合作出规划
和部署，各统筹地区要于12月底前出台
具体实施方案。 (相关报道见B01版)

国务院印发《意见》

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1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全国共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6911起，49508人
受到处理，33966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2014年，上
述数据分别为53085起、71748人、23646人。

从2015年查处的问题类型看，违规配备使用公务
用车最突出，达到8642起；其次是违规发放津补贴或
福利、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大办婚丧喜庆等。从涉及的
人员看，有10名省部级干部受到处理，8人被给予党
纪政纪处分。

为掌握全国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中
央纪委在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66个中
央和国家机关、111个中央企业、15个中央金融企业建
立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月报制度。

去年查处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36911起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12日上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保持坚强政
治定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
聚焦监督执纪问责，深化标本兼治，创
新体制机制，健全法规制度，强化党内
监督，把纪律挺在前面，持之以恒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着力解决群众身边
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遏制腐败
蔓延势头，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新成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
江、俞正声、刘云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书记王岐山主持会议。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们党着眼于新的形势任务，把全面从严
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全面从严
治党的重要内容，正风肃纪，反腐惩恶，
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
制机制。中央纪委贯彻党中央决策部
署，遵循党章规定，聚焦中心任务，推动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

重大成效。我们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夯
实管党治党责任，创新体制机制、扎牢
制度笼子，持之以恒纠正“四风”、党风
民风向善向上，强化党内监督、发挥巡
视利剑作用，严惩腐败分子、加强追逃
追赃工作。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
最强的力量。反腐败增强了人民群众
对党的信任和支持，人民群众给予高度
评价。

习近平强调，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关键在党。“打
铁还需自身硬”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
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立下的军令状。3

年来，我们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
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使不敢
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
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态势正在形成。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
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
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全党同志对
党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上的决心要有足
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绩要有
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带来的正能量
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的光明前
景要有足够自信。

习近平指出，做好今年工作，重点

要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尊崇党章，
严格执行准则和条例。全面从严治党
首先要尊崇党章。各级党委和纪委要
首先加强对维护党章、执行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决议情况的监督检查，确
保党的集中统一，保证党中央政令畅
通。二是坚持坚持再坚持，把作风建
设抓到底。要用铁的纪律整治各种面
上的顶风违纪行为，有多少就处理多
少。抓作风建设要返璞归真、固本培
元，在加强党性修养的同时，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
设摆在重要位置， 下转A04版▶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
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党内监督

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王岐山主持会议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陈怡 通讯员彭松）记
者今天从省金融办获悉，我省东方市、屯昌县、文昌市
获得全国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资格，
文昌市、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获得农民住房财产权抵
押贷款试点资格。

为进一步做好我省“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我
省拟成立海南省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和农
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指导小组。指导小组
将指导试点地区严格落实试点条件，制定具体实施意
见和支持政策，规范试点运行。

试点过程中，我省将建立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
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流转、评估的专业化服务机
制；建立完善多级联网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推动试点
地区完善抵押物处置机制，允许金融机构在保证农户
基本住房权利前提下，依法采取多种方式处置抵押物；
研究完善配套财税政策，探索针对农民住房财产权抵
押贷款的财政奖励、补贴及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差异化
监管政策，合理确定资本充足率、贷款分类等方面的计
算规则和激励政策，支持金融机构开展“两权”抵押贷
款业务等。

我省四市县获批农村
“两权”抵押贷款试点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侯小健 通讯员聂劲
庭）坐在候车（船）室就能享受免费WiFi上网冲浪，这
是广大旅客所期盼的。不久，这一愿景将变成现实，因
为我省交通部门正全力推进重点公共场所WiFi网络
建设，力争春节前实现WiFi网络覆盖。

省交通运输厅运输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相
关运输企业正加快重点公共场所WiFi网络建设，今
年春节前要确保26个公共交通枢纽候客区、高速公路
服务区等80%重点公共场所实现WiFi网络覆盖。目
前已有部分完成。

我省交通部门加快无线网络建设

80%交通重点场所
春节前WiFi覆盖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见习记者
李磊 通讯员许平）1月11日下午4点
半，一场特殊的交接仪式在省住房公
积金管理局进行，该局新老两任局长
分别在离任交接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
字。这是我省《海南省领导干部离任
交接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下发以
来，首次由省委组织部现场监督的领
导干部离任交接。

去年11月2日，省委组织部下发
了《办法》，对领导干部离任交接提出了

相关要求。根据《办法》要求，包括省委
各部门、省级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
团体、省属事业单位主要领导或主持工
作的副职领导干部在内的领导干部，因
调任、转任、降职、免职、辞职、退休等原
因离开原岗位时，都应办理离任交接。

1月11日下午的离任交接仪式上，
通报了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原任局长
2013年、2014年、2015年经济责任审
计情况，新老两任局长还进行了表态发
言。因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原局长王

艳萍调任海口市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根据《办法》规定，交接工作在她和现任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局长吴和平之间
进行。由于住房公积金资金量大、关系
全省民生福祉、群众关注度高等原因，
根据省委要求，省委组织部首次参与并
监督了此次离任交接。省委组织部副
部长李萍和省住建厅厅长丁式江，以及
作为监督人的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纪
检监察、组织人事、综合管理三个部门
的负责人参加了离任交接仪式。

据了解，近年来，领导干部离任交
接工作存在着一些不履行交接手续的
问题，有的领导干部离任时没有交接，
一走了之，影响了原单位正常工作，甚
至影响了一些重点工作的持续开展；有
的领导干部调走很长时间仍然占用原
单位司机、办公室以及车辆等物品，原
单位碍于人情面子，不好说、不敢说，造
成了不良影响。为解决这些问题，进一
步规范领导干部离任交接工作，省委组
织部出台了《办法》。 下转A04版▶

《海南省领导干部离任交接办法》下发以来——

省委组织部首次现场监督离任交接

1月 11日，在海口市
海口湾，随着该片区建设
和改造的深入推进，海湾
的变化越来越大，海岸线
沿线的各种休闲娱乐设施
不断完善，目前已经成为
海口市民和游客休闲娱乐
的好场所。

本报记者 陈元才
实习生 邝必晟 摄

本报海口1月12日讯（记者周元）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罗保铭在十八届
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海南分会
场强调，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迅速行
动起来，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在
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向党中央看齐，坚守政治担当，
坚决履行和压实全面从严治党的主
体责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经常抓、
长久抓，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一抓到底。

罗保铭指出，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六
次全体会议，是在全国上下深入贯彻党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决战决胜全面

小康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
会议。习总书记在会上的重要讲话，对
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
思想、观点和决策部署，展现出我们党
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体现了我们
党崇高的党性品格和担当精神，为我们
持续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指明了方向。

罗保铭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党
组）、各级政府一定要结合党的十八届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习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党章、《中国
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认认真真、原原本本深
入组织学习，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准确
把握中央要求，做到入脑入心、见言立
行，以坚如磐石的意志抓好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坚守政治担
当，坚决履行和压实全面从严治党的
主体责任，认真贯彻执行《准则》《条
例》等党规党纪，强化日常管理监督，
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坚持“一案双
查”，以问责追责倒逼主体责任落实；
各级党委（党组）“一把手”既要管好自
己当表率，又要管好班子带队伍，层层
传导压力，种好主体责任的“责任
田”。要坚持不懈正风肃纪，坚定不移

惩治腐败。紧盯新春佳节这个节点，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
20条规定，从严处理顶风违纪者，坚决
防止“四风”反弹；坚持有案必查、有腐
必惩，充分发挥巡视作用、派驻作用，
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着力完善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要认真筹备好省纪委六届六次全会，
结合海南实际研究全面从严治党的工
作重点和重要举措。

罗保铭对岁末年初的各项重点工
作进行了部署，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各
级党政、党组主要负责人，要按照省委
六届九次全会和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的

部署，带头履职尽责，以一天也不耽误
的担当实干，讲大局、讲奉献，充分调动
各方积极性，强化任务和责任落实，时
时抓、天天促，确保省委省政府的决策
部署落地生根，实现今年一季度和“十
三五”开局之年的开门红。

省政协主席于迅，省委副书记李
军，省委常委许俊、李秀领、毛超峰、
孙新阳、张琦、胡光辉出席。省委副
书记、省长刘赐贵，省委常委、省纪委
书记马勇霞在北京主会场参会。省
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
和省高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人参加
会议。

罗保铭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海南分会场强调

坚守政治担当 压实主体责任
正风肃纪严惩贪腐抓常抓长

于迅李军出席

■ 张成林

1月11日下午，省住房公积金
管理局在省委组织部现场监督下
举行了新老两任局长离任交接仪
式，仪式规范有序，为全省干部离
任交接作出了范例。

做好干部离任交接，无论是对
于理清工作内容、成效，做好干部监
督，还是对于确保工作一以贯之有
效进行都意义重大。但在以往干部
离任交接中，由于缺少相关规范，不
乏“调令在手，拍屁股就走”、“离任
者轻轻松松、继任者忧心忡忡”等现
象，交接得不到位、不明不白，直接
影响了单位或部门的工作效率和连
续性，制约了党风廉政建设。

让离任交接交得清楚接得明
白，关键在于加强制度规范，阳光透
明的交接仪式无疑是重要抓手。好
的制度贵在落实，只有各级领导干
部高度重视起来，严格执行这一阳
光交接制度，严格理清责任清单，才
能交得彻底接得明白，才能保证各
项工作一以贯之高效进行。

干部离任就得
“阳光交接”

携程在手，
说走为何走不了？

伊斯坦布尔
著名旅游景点恐袭爆炸
已致25人死伤，土总统称袭击者来自
叙利亚

美丽海口湾
休闲好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