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月14日 星期四A02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罗孝平 美编：庄和平时政海南新闻

■■■■■ ■■■■■ ■■■■■

学习《准则》《条例》全面从严治党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见习记者
李磊 记者张谯星）近日，我省各级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的学习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准则》、
《条例》）活动，让不少党员干部收获颇
丰。他们也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用最
真切的语言，表达了学习新修订的《准
则》、《条例》后的心得。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内监督
的专门机关，监督党员干部落实两项法
规是职责所在。因此省纪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根据省委学习贯彻《准则》和
《条例》的实施方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将加强对《准则》和《条例》学习贯彻情
况的日常监督和专项督查，对敷衍应
付、搞形式走过场的问题等，批评教育、
督促整改、严肃问责。

《准则》和《条例》实施，也为纪检监
察干部履职尽责提出了新要求。撰写
纪律审查信息，是省纪委案件审理室干
部李文君的一项日常工作，他对于新的

“纪严纪语”感触颇深：“纪律审查信息
的书写完全是根据新的《条例》，用的是

‘纪言纪语’。”
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准则》和

《条例》实施后，新的“纪言纪语”，体现
了“三转”后纪委向监督执纪问责主业的
回归，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工作中要找
准定位，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错位。

“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两
项法规已正式实行，如何用好这把管党
治党的尺子，守住纪律底线，是摆在各
级党组织面前的重要课题。学习贯彻
《准则》和《条例》，党委要种好‘责任田’，
认真落实主体责任。”陵水黎族自治县
县委书记麦正华表示，自己作为县委第
一责任人，将带头遵守《准则》和《条例》，
带头落实主体责任，层层传导压力。

“我认为守住底线的关键在于将《准
则》、《条例》入脑入心，外化于行、内化于
心。”省住建厅机关党委主任科员高磊虽
然刚参加工作不久，通过学习《准则》、
《条例》，他进一步认识到在工作中要秉
持公私分明、修身明志，守住底线。

省委组织部科员廖向导在学习《准
则》《条例》时，经常用笔记记录下自己
的心得体会：“不能在党内搞团伙、结党
营私、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这
是他在近期学习笔记中写下的一句
话。廖向导认为，《条例》为党员干部的
日常工作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其中
85条负面清单对党员干部工作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这个红线一定要守住。

我省党员干部谈学习《准则》《条例》体会

坚持高标准 守住纪律底线

“三严三实” 立言立改践行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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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徐一豪

“2012年就启动了中心排水沟工程
龙须沟的项目，两年多时间排水沟工程
量只完成了40%，导致今年出现两次大
洪涝，城市一片汪洋，群众意见很大。”

“11 月份，省市重点项目开工率才
20%……” 这是2015年12月25日东
方市委常委会班子“三严三实”专题民
主生活会上提出的尖锐意见，像这样的
意见还不在少数，让人耳目一新。

半个多月前的那次会议，东方市委
组织部与会人员记忆犹新：会上，东方
市委书记吉明江代表市委常委会班子
作对照检查，深入查摆了班子“不严不
实”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在自我批评环节，吉明江第一个向

自己“开炮”：“深入基层听民声解民忧
力度不够。每次下乡，多数针对某项目
工作，由职能部门和各乡镇党政领导陪
同，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或老百姓急需解
决的问题没有发现。比如，在我当市长
期间就启动了华侨经济区农村饮水工
程，差不多两年过去了，工程上个月才
真正完工。这是我不深入基层听民声
解民忧的一个典型事例，是我用权方面
存在不严不实的具体体现。”

市委副书记、市长邓敏也反躬自
省，坦言自己存在决策不够科学、把握
实情不够准确、深入基层调研不够、较
真碰硬的精神不够等“三严三实”方面
存在的问题。他说，由于论证研究不够
充分，对经济下行压力估计不足，在年
初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时过于乐

观，固定资产投资等个别指标没能完成
预期目标。

此外，各位常委会成员联系自己的
思想、工作、生活、作风等进行了自我剖
析，态度诚恳，问题具体。一些常委检
讨说，自己对群众的冷暖疾苦体察不深
入，如对联系户多是节假日“例行公事”
地走访慰问；政治纪律落实不严，随着
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渐产生懈怠心态，
得过且过；放松了理想信念坚守，在生
活、工作当中多了“人云亦云”、“随大
流”的消极。

“对一些职能部门的领导工作不作
为、乱作为、慢作为，该讲硬话的要讲硬
话”“你会议太多了，到乡镇调研较少”

“你工作方法手段比较单一，没有太多的
好办法”“你敢于担当精神不够，工作有
时求稳怕乱、瞻前顾后”……在当天的民
主生活会上，不仅有深刻的自我批评，更
有开门见山、真刀真枪的相互批评。

在长达5个多小时的会上，班子成

员之间当面提出了150多条批评意见。
这些直面问题、不留情面的批评，尽管
让班子成员红脸出汗，但由于都是真
话、实话，真正达到了加油鼓劲、团结—
批评—团结的目的。

对照存在的问题，东方市委常委会
班子成员进行了深刻剖析，并针对“责
任担当不够，执行效率不高，推动工作
落实不到位”等16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提出16条整改措施，并明确了整改责任
人和整改期限。

民主生活会上提出的整改措施，正
在一条条转化为东方市委常委会班子
成员立言立改的具体行动：深入大田镇
了解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到市中
心排水沟工地、琼西北路工地现场解决
问题；到龙须沟现场办公；组织召开中
心城乡交通秩序整治协调会……“三严
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以来，东方市委
常委会班子成员更加忙碌了。

（本报八所1月13日电）

东方市委常委会班子“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

相互批评不留情面 直指问题注重实效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杜颖
通讯员覃茂中）省人大常委会今天上午
在海口召开推进“多规合一”改革试点专
题调研座谈会，围绕“多规合一”改革试
点，与省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共同研究
改革试点涉及到的法律法规问题，进一
步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工作重点，努力保
障“多规合一”改革试点在法制框架下有
序顺利推进。

海南推进省域“多规合一”改革，是

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央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立足海南科学
发展、绿色发展、协调发展所作出的一项
重大决策。去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围绕
推进改革试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省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把全力推进和
保障“多规合一”改革摆上重要议事日
程，积极做好改革试点有关配套工作。

座谈会上，调研组通报了去年以来
省人大常委会跟进服务“多规合一”改革

试点的工作情况，省政府介绍了我省“多
规合一”改革进展情况。省法制办、发改
委、国土资源厅、住建厅、海洋与渔业厅、
生态环保厅、林业厅、测绘局、省政府研
究室等部门负责人分别在会上发言，对人
大参与支持改革试点提出了意见建议。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指出，
省人大常委会专程到省政府召开座谈
会，充分说明了人大对“多规合一”改革
试点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毛超峰要

求，政府各有关职能部门要根据座谈的
情况，进一步梳理“多规合一”改革试点
涉及到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对需要请求
省人大常委会支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授权的法律条款，更要精心研究、细致汇
总，确保提法表述严谨准确，为改革深入
推进打下坚实的基础。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宪生表示，
省人大常委会将积极配合省政府做好
对需提请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决定授权

的事项和暂停实施的相关法律法规条
款的深入研究、沟通协调工作，及时制
定和修改“多规合一”改革急需的我省
相关地方性法规，对海南省总体规划实
施过程中涉及的创新需求从立法上积
极研究可行路径和解决办法，紧密结合
人大工作实际，全力支持和推动“多规
合一”改革。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毕志强主持座
谈会，副省长王路出席会议。

省人大召开推进“多规合一”改革试点专题调研座谈会

依法保障改革试点顺利推进

关于陈成同志不再担任
海南省政协副主席职务的决定

（2016年1月13日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决定：
陈成同志不再担任海南省政协副主席职务，

报全体委员会议备案。

关于接受黄成模等同志辞去
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请求的决定
（2016年1月13日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决定：
接受黄成模、赵子导、陈若玲同志辞去政协海

南省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报全体
委员会议备案。

关于接受黄少文等同志请辞
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

委员的决定
（2016年1月13日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黄少文、戴青云、黎云3位同志因工作岗位变

动，本人提出辞去委员申请，根据中共海南省委建
议，依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及有关规
定，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
次会议决定：接受黄少文、戴青云、黎云同志辞去
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委员。

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
委员增补名单

（2016年1月13日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胜 王兆民 苏忠仕（黎族） 李繁华

杨淳至 陈 菁（女）陈卫东 林 青 容丽萍（女）

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任免名单
（2016年1月13日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任命陈菁同志为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经

济委员会主任，免去黄成模同志政协海南省第六
届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任职务；

任命陈马林同志为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
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免去潘建同志政协海南
省第六届委员会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职务；

任命潘建同志为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港
澳台侨外事委员会主任，免去赵子导同志政协海南
省第六届委员会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主任职务；

免去王铁民同志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提
案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免去王进业同志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社
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本报那大 1月 13日电 （记者
易宗平）今天，我省召开儋州、临高
扶贫开发进村入户调查复核培训
会，强调在10天左右时间，对这两
个市县所有农村家庭人口进行调查
摸底，确保不多报一家、不漏报一
户，做到摸清扶贫对象、找准致贫原
因、选准脱贫路子。

据了解，2014年底，我省各市县
贫困人口汇总数据中，临高、儋州分
别有7.75万、6.66万贫困人口，在全
省排第一、第二位。为了确保调查
数据的真实性，有必要对两个市县
开展调查复核工作。据悉，此次将
对两市县农村家庭人口做全面调
查，并抽调上一轮在乐东、万宁、定
安、白沙的调查力量充实到儋州、临
高，开展交叉调查复核。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海波、
副省长何西庆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扶贫调查与复核要
符合基层特点；要突出重点，确保质
量；要严格把握贫困线标准，但又不
能简单机械、过于刻板；在调查复核
中要“一碗水端平”，为人民负责、为
历史负责。

这次调查复核工作，与上一轮
全省开展的进村入户调查工作相
比，有什么异同？相同方面有“四
不变”：一是调查方向和目标不
变。二是识别扶贫对象标准不
变。三是调查内容不变。四是调
查复核方法不变。而在不同方面
有“四调整”：一是调查对象有调
整。复核时，由上一轮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拓展到儋州、临高所有农村
家庭人口。二是致贫原因、脱贫路
子的记载有调整。既要登记一个主
要致贫原因、主要脱贫路子，又要登
记一个配套原因、配套路子。三是
脱贫对象确认程序有调整。增加了
召开村民小组群众座谈会的程序，
请群众对调查复查结果进行评议。
四是调查工作责任主体有调整。此
次复核，市县是责任主体。

我省召开儋州临高扶贫开发
调查复核培训会议

不多报一家
不漏报一户

本报海口1月 13 日讯 （记者
陈蔚林 见习记者刘梦晓）日前，省
总工会决定向农垦系统拨款 500
万元用于春节送温暖。此前，省总
工会已在全省范围内筹集下拨
2016 年元旦、春节送温暖经费
2027.91万元。

近两年来，由于天然橡胶价格
的持续低迷，海南垦区职工工资收
入不高，部分还因重大疾病、子女教
育、意外灾祸、下岗待业等原因，生
活困难。为进一步做好困难职工救
助工作，保证困难职工过上一个快
乐祥和的春节，垦区工会组织通过
调查摸底，决定向16947名临时困
难户各发放送温暖资金600元，需要
筹集资金1020万元。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
会主席陈海波表示，农垦是全省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垦改革是我省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要任务之一。农垦改革发展要依靠
职工、惠及职工，作为广大职工的

“娘家人”，工会也要在其中出一份
力，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职工的
心坎上，确保广大职工度过一个温
暖祥和的新春佳节。

经讨论研究，省总工会决定向
垦区临时困难户拨付送温暖资金
500万元，不足部分由垦区工会组织
自筹发放。

记者还了解到，截至目前，省总
工会已在全省范围内筹集下拨2016
年元旦、春节送温暖经费2027.91万
元，计划对全省3万户困难职工进行
全覆盖慰问，每户慰问金600元，比
2015年的标准提高了100元。

省总工会拨500万
为垦区职工送温暖
今年已筹集下拨送温暖
经费2027.91万元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刘贡 通讯员陈君）
今天上午，海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正式揭牌成立。

海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为公益一类事业单
位，隶属市国土资源局，负责具体实施全市土地、
房屋、农业、林地、海域等不动产登记、档案公开查
询，信息资源共享等工作。海口年登记量约16万
宗（户），涉及各单位和千家万户，是社会不动产管
理的主要组成部分，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
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记者获悉，目前全省共设立不动产登记局、不动
产登记中心各21个，琼海、三亚、儋州、洋浦、屯昌、
琼中、东方、澄迈、五指山、海口等市县不动产登记机
构已经挂牌，三亚、洋浦已经发放新的不动产权证
书。截至2016年1月8日，全省已发新证796本。

海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正式揭牌成立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见习记者操文）记者
从海口市民政局获悉，2015年海口市多措并举保
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全力做好各项社会救助
工作。2015年全年，海口市累计支出城乡低保资
金1.08亿元，让14885户35500多名低保对象的
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

“幸亏每月有低保金，才让一家人有了一定的
生活保障。”海口甲子镇田塘村村民李布春说。
11日上午，李布春到镇上的农村信用社，把上个
月的全家低保金取出，供家庭开销。李布春是田
塘村的一户低保户，由于年老体力不足，加上妻子
和两个孩子都有疾病，生活比较困难。

2015年以来，海口市认真贯彻落实《社会救
助暂行办法》，积极推进基本民生保障制度改革，
推进低保标准动态调整工作，提高城乡低保标准。

据悉，2016年，海口市将继续加大对低保对
象的核查，通过入户核查和对居民家庭经济状况
核对，实行有进有退的机制，实行应保尽保。

海口去年支出
1.08亿低保金
3.5万多名困难群众受益

■ 本报记者 侯赛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迎接我们的
第一道目光，就是他们的目光。

在生命的旷野上，他们是无畏的战
士，在生与死的征战中，他们寸土不
让。他们就是百姓身边的好医护，是生
命与希望的守护天使。

1月13日晚，2015年度海南“寻找
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揭晓晚
会上，省歌舞剧院大礼堂华光异彩，舞
台因为他们的到来而无比璀璨！

他们用生命守护患者
拼尽最后一丝力气

“这些看诊本是他一生的记录，有
时翻看一下，就感觉他从未离开。”晚会
因一位好医生的无法出席，全场陷入悲
痛中。34年村医路，文昌市东郊镇中心
卫生院医生林杨用生命恪守一名乡村
医生的平凡，默默守护患者的生命，直
到自己生命的终结。

林杨的妻子邢素芬双手小心摩挲
着丈夫生前视为珍宝的看诊本，强忍泪
水，几度哽咽。此时，现场观众中，有人
小声抽泣，有人默默祈祷，向这位平凡
而伟大的乡村医生致敬。

璀璨的镁光灯下，一位83岁高龄的
老人在儿孙的搀扶下蹒跚走上奖台，她
是海南省妇幼保健院儿科医生陈桂
芳。58年来，她看过的病患不胜枚举，
诊治过的许多小患者，如今都有儿子、
孙子，甚至曾孙，她是患者们心中永远
慈祥亲切的“陈奶奶”。

“目前儿科医生特别缺乏，100个儿
童只配备0.62个儿科医生，只要小孩子们
喜欢我，我就会一直看下去。”陈奶奶谦和
温柔的话语温暖着现场的每一位观众。

他们与死神赛跑
在生死的战场上寸土必争

“妈妈在病房，儿女在他乡，你的笑
靥，让她在爱的海洋中徜徉，嘘寒又问
暖，把尿又喂汤……”一曲真挚感人的
《妈妈在病房》将晚会推向高潮，一群白
衣天使，伴着宛转悠扬的旋律微笑着走
到聚光灯下。

此时，屏幕上闪过一张张真实而感
人的画面——

“我走了，所有银行卡的密码都写

在纸上了，要记得收好，如果我感染了，
你要照顾好家里的老人。”

……
令人心酸的一幕幕不断浮现眼前，

画面中的主人公是海南省人民医院感
染科一支清一色的女子护理战队。在
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她们一次次与死神
零距离接触，非典、霍乱、甲流、H7N9、
埃博拉……她们以最快的速度放下所
有的牵挂，奔往最危险的战场，只为点
亮生命的曙光。

他们用医者仁心
呼唤向善奉献的力量

泪水与欢笑在现场一浪接一浪的
掌声中交融。让我们记住这些天使的

样子，让我们记住他们的感人故事：
他们中有“四处化缘”为患者，为百

余名贫困先心病患儿免费“救心”的海
口市人民医院心胸外二科主任白树堂；
有从喂饭“杂工”到骨干专家的海南省
平山医院门诊部主任周家彬；有“就算
被骂，工作也不能落下”的海口市计划
生育服务站林芳惠；有跪地急救溺水女
孩的农垦那大医院肿瘤内科90后护士
张秀梅；有29年守护苗村留守老人的
琼海石壁镇南通村乡村医生凌家范；有
为患者倾尽情感和爱心的海南拜尔口
腔医院儿童牙科主任杨瑾瑛；还有把高
水平医疗技术带到百姓家门口的同济
文昌医院介入微创诊疗中心主任窦永
充……

现场还颁出10名好医护提名奖，他
们纷纷登上舞台，接受最热烈的掌声和
最诚挚的致敬。

在现场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在2015
年度十佳好医护和10位提名奖获得者
带领下，全场医护人员集体起立宣誓，
将晚会推向又一个高潮：“我自愿献身
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为祖国
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
奋斗终生！”

2个小时的颁奖盛典结束时，省歌
舞剧院会场外扑面而来的是清凉的晚
风，人们内心却充盈着浓浓暖意。刚
从事医疗行业不久的医生李鹏飞说，

“有这些好医护为标杆，工作更有干劲
了。”10岁小学生林冉俪信心满满地
告诉记者，“将来我长大了，也要成为
一名好医生，成为一个让令人尊敬的
人。”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

向生命的守护天使致敬
——2015年度海南“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揭晓晚会侧记

2015年度海南“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揭晓晚会现场，接受过陈桂芳医生医治
的儿童为其送上漫画。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