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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B04版 世界新闻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Bank of Hainan Co.,

Ltd）是经国务院同意，中国银监会批准设立的一家股份
制商业银行，也是海南省的省级法人商业银行，已于
2015年9月1日起挂牌营业。

海南银行秉持“海纳百川、至诚行远”的核心价值
观，以“更懂海南人、更系海南情”为服务理念，以服务国
际旅游岛、经济特区和生态省建设作为根本出发点，致
力于打造经营理念先进、治理结构完善、服务特色鲜明、
风险控制严密、盈利水平良好的精品银行，努力为海南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做出积极贡献。
为全面提高综合化经营水平和客户服务能力，海

南银行面向全国诚聘专业人才，我们将为录用者提供
广阔的发展空间、良好的培训机会和具有市场竞争力
的薪酬待遇。

相关招聘岗位、应聘标准及具体要求请见海南银行
官方网站（www.hnbankchina.com.cn）人才招聘栏目。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0一六年一月十九日

海南银行诚聘专业人才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刘
贡 通讯员杨文瑞 李凡）本周我省前
期全岛多阴雨天气，气温有所回升；后
期有强降温和海上大风天气。

19日～22日，受弱冷空气影响，
本岛五指山以北地区阴天有小雨、东
部局地有大雨，五指山以南地区多云
间阴天、局地有小阵雨。23日～24
日，受强冷空气影响，我省将出现强降
温、海上大风和小阵雨天气，最低气温
降幅可达9～11℃，其中中部山区和
西北部内陆地区将降至6～8℃，西北
部沿海和东部地区8～11℃。

本周末将有强降温

局地最低6℃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省部级
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
会精神专题研讨班18日上午在中央党
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
重要讲话强调，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精神要聚焦发力，首先必须下功
夫领会好、领会透。这是党中央把大家
集中起来进一步学习研讨的主要考
虑。要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精神，特别是要深入学习领会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推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奋斗目标。

开班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
克强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德
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
席。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十三五”时
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
新常态。这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

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
必经过程。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
化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谋划
和推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就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
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
的大逻辑。从历史长过程看，我国经济
发展历程中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
是在不断形成，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个
长过程的一个阶段。这完全符合事物
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

习近平强调，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
大，我们在发展中遇到了一系列新情况
新问题。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
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新常态
是一个客观状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
天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是
一种内在必然性，我们要因势而谋、因
势而动、因势而进。“十三五”及今后一
个时期，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
遇期，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
变。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

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变中求
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推动我国发展
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指出，要着力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抓创
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我
们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通过创
新培育发展新动力、塑造更多发挥先发
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做到人有我有、人
有我强、人强我优。 下转A03版▶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
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聚焦发力贯彻五中全会精神
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李克强主持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李科洲 程范淦

“这里将开展引水工程，并由政府
全部出资给危房户建平顶房。”1月15
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隆广镇石关村
委会亚后村，镇长陈法荣带着其他镇
干部及村干部，再次前来进家访户，开

展扶贫工作。“任务很重，但政府一定
会担当。”他神情严峻。

在亚后村，干涸的水渠、丢荒的土
地、破败的瓦房，都在诉说着这个黎族
村庄的贫困。

村民颜桂萍家里的3亩田也因为
无水灌溉已荒了半年多，她闲得发慌。

推开颜桂萍家已被腐蚀的木板
门，只见已建成30多年的瓦房墙上红
砖裸露，屋内除了床，基本空空如也。

而在亚后村，全村70多户人家，有
30多户住在D级危房里。

看到进村入户的干部们，听到干
部们对村里未来的规划，58岁的颜桂
萍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她笑着说，

“引来水，就能多种菜，政府给建平顶
房，以后就不担心漏雨了。”

亚后村村民靠种地谋生，但此时
农田里却基本见不到人影。在农田
边，记者看到，大部分田地看起来跟草
地荒坡已经没有区别，田边的水渠一
滴水都没有。村民们无奈地介绍，水
渠断水已经好几个月了。陈法荣告诉
记者，这里的水是从小妹水库引过来
的，去年天旱，水库缺水，亚后村位于
水渠最末端，更是望水兴叹。

面对困难，村民并不屈服。颜桂
萍有4亩田，3亩荒着，另外1亩，靠抽

来的井水，种上青椒，先后摘了3次，一
共卖了100元。

但由于底子薄，亚后村的整体形
势不容乐观。村干部介绍，亚后村人
均月收入不到130元，如按年算，不到
2600元，低于陵水2875元的贫困线。

走进村民黎海燕开的杂货店，能
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一位村民过来
拿起一瓶酒就走，黎海燕也不问他要
钱，只记下欠账。对于赊账，他们已达
成默契。这是一瓶地瓜酒，价格5元。

黎海燕的记账本上写满了密密
麻麻的数字。算起来，店里目前共被
村民赊账 6000 多元，最久的欠账有
两年了。

对亚后村的扶贫，政府早有行动。
“发过鸡苗猪苗，也办过培训，但成效一
般。村民们的再生产观念较弱。我们
以前的摸底工作做得也不是很到位，现
在在加强。”陈法荣说。 下转A03版▶

(相关报道见A03版)

陵水亚后村着手进行基础设施改造，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贫瘠土地迎来希望甘霖

开栏的话
脱贫攻坚，是我国“十三五”期间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省委六届九次

全会确定了“三年攻坚脱贫、两年巩固提升”的目标，全省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发
出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扛起扶贫开发的政治责任，以“三严三实”的作风
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今起开设“走山乡 看扶贫——聚焦海南脱贫攻坚战”专栏，记者发扬
“走转改”精神，兵分多路，深入边远山区、贫困村寨，直击精准扶贫，倾听群众期
盼。通过一个个典型案例，剖析致贫原因、扶贫难点、扶贫经验，记录在党和政府带
领下，海南向贫困宣战的奋斗激情，为我省脱贫攻坚工作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两会 前奏

1月16日，正在进行收尾工作的西线高速公路儋州段至东坡书院旅游公路，铺设在绿荫花海犹如一幅画。据了解，东坡旅游公
路全长约10公里，春节前将全部竣工，建成后游客到东坡书院旅游将更便捷。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张琳 实习生 邝必晟 摄旅游公路入画来

本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姚嘉 钟雄威）为深
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二十条规定精
神，驰而不息纠正“四风”，近日，省纪委向全省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发出通知，要求在2016年春节期间集中组
织开展明察暗访活动。

此次集中组织开展明察暗访活动时间为1月20
日至2月20日，重点发现、查处违规公款吃喝、公款旅
游、公款购买赠送年货节礼、公车私用等问题；违规参
加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问题；违规发放津、补贴及
其它福利等等问题，以及检查报账核销环节，着力发现
各类隐形“四风”问题。

根据工作安排，各市县纪委，省各派出纪工委，省
公安厅、省司法厅、省国家安全厅、省国资委纪委分别
组成明察暗访组，负责对各自管辖的相关单位开展明
察暗访；省纪委各派驻纪检组（监察室），负责对所驻在
单位开展明察暗访；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牵头
组成3个监督检查组，对各单位开展明察暗访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下转A02版▶

省纪委春节期间将集中组织开展明察暗访

抓住重要节点
扭住“四风”不放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符
总）省政协六届四次会议将于1月25日至1月29日在
海口召开，各项工作筹备情况如何？记者从今天上午
举行的省政协六届四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汇报会上获
悉，大会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据通报，会议期间，提案组将设多个工作小组负
责审查提案。目前，大会正陆续收到委员建议，已收
到大会发言63篇。从委员提交的建议和大会发言情
况看，委员们关注的话题涉及面广泛，涵盖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其中，“十三五规划”

“一带一路”“生态文明”等方面的话题成为委员们关
注的热点。

省政协副主席陈辞在汇报会上强调，本次大会
是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省委六届
九次全会和全省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的新形势下召开
的，开好此次大会意义重大。大会筹备各部门要引
起高度重视，强化责任意识，积极沟通，对大会各项
程序认真逐一检查，确保每一个环节不出差错；要加
强提案审查工作，提高委员提案和大会发言质量；严
格按照民主程序，做好各项选举工作。此外，会务组
要确保会议服务高水平、高质量，认真组织检查政协
委员到位、会务组织到位、会务服务人员到位，做到
令各方满意。

省政协秘书长李言静出席汇报会。

省政协六届四次会议
筹备工作情况汇报会召开
各项准备工作就绪

本报那大1月18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李国妹 冼贺）今天，儋州
银河公园、云月湖公园、大桥公园、南
茶公园、儋州森林公园、滨海公园“六
大公园”项目同时开工。

据了解，“六大公园”建设总面积
达2129.8公顷，计划总投资9.7亿元，
力争2016年底全部竣工。

儋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六
大公园”作为儋州“十三五”规划中的
重大项目之一，是造福百姓的民生工
程。“六大公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
儋州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功能，提升
市区的形象和品位。

儋州“六大公园”
项目同时开工

■ 张成林

1 月 18 日晚，我省通过媒体
直播的方式公布了 2015 年“三
风”建设社会评价结果，群众满
意度测评和公开评价总体得分
均有提高。（见今日A02版）

部门履职情况怎么样？办
了多少好事实事？群众最有发
言权。“三风”建设社会评价正是
将干部作风好坏的评判权交给
了群众，将群众的满意度作为作
风建设的标准。

随着评价方式、内容的不断
改进，越来越多的民意在作风建
设中得以呈现。只有脚踏实地服
务百姓、造福百姓，才会得到百姓
的认可。相反，倘若不拿百姓事
当回事，就会受到民意的否定。

群众的评价是风向标，倒逼
着政府部门改进服务。对于不
被民众认可的单位、部门，要查
找原因，下大力气，在作风建设
上迎头赶上。

以群众评价
倒逼作风改进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单憬岗 见习记者操
文 实习生陈嘉博）又是完成投资大幅超年度计划，又
一次荣获省政府重点项目“上台阶”奖！这样的殊荣，
海口市已经是第四次，在全省更是独此一家。

去年落地海口的省重点项目67个，年度投资计划
327.6亿元。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对抓项目、促投
资、稳增长的决策部署，海口全市上下借着“双创”东
风，发扬“五加二、白加黑、马上就办、钉钉子、拍拍看”
精神积极推进项目建设，重点项目推进工作得以有序、
有力、有效推进。全年累计完成年度投资452.6亿元，
占年度计划138%，超计划投资124.9亿元，较好地完
成了省重点项目推进任务，第四次获得省政府重点项
目“上台阶”奖。

这一切来之不易。因为去年一季度，海口固定资
产投资罕见出现同比下滑，这让刚刚第三次荣获“上台
阶”奖的海口人大为紧张。

新一届市委班子上任后，海口大力提倡四种精神，
特别是全市进入“双创”模式后， 下转A03版▶

累计完成年度投资452.6亿元，再获省政府
重点项目“上台阶”奖

海口“四上台阶”
刷新历史

■保持战略定力——党中央总揽全局，统筹推进各项改革

■适应新常态——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

■坚持中国道路 构建法治体系——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

■激活“一池春水”筑牢文化“软实力”——文化体制改革持续推进

■给人民更多获得感——社会体制改革着力推进

■更要绿水青山——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推进

■管好“关键少数”——党的建设制度和纪检体制改革扎实推进

■推动改革落地生根——督察工作全面启动 (详见B01、B02版)

击楫勇进在中流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改关键之年工作述评

驾车等待红灯遭追尾

中国19岁女留学生
在美被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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