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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件件落实，事事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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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5日讯（记者李磊
通讯员许平）经省委同意，省委办公厅
日前印发了《海南省推进领导干部能
上能下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

《细则》，全文见A03版），着力解决为
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等问题，
促使领导干部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
求，推动形成完善的领导干部能上能
下的工作机制和良好的用人导向。

据了解，《海南省推进领导干部
能上能下实施细则（试行）》以中央《推
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
行）》（以下简称《规定》）为基本依据，

不折不扣地坚持《规定》已明确规范的
内容，在基本框架、内容设置等方面
都延续了《规定》的主要思路，明确了
领导干部“下”的6种渠道：到龄免职
（退休）、任期届满离任、问责调整、不
适宜担任现职调整、健康原因调整、
违纪违法免职。《细则》紧密结合海南
实际，体现了从严、聚焦、创新、务实的
特点，尽可能进行了细化、量化、具体
化，突出可操作性，确保务实管用。

在问责调整方面，除中央《规定》
所列情形外，《细则》还列出了决策严
重失误、工作失误或者监管不力、滥

用职权，对重大自然灾害、群体性事
件等处置不当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
劣影响等应当问责调整的情形，其中
特别结合我省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
明确了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不力，
造成生态环境状况恶化这种应当问
责的情形，体现了海南的特色。

在不适宜担任现职调整方面，在
调整情形上，除明确了政治上不守规
矩、廉洁上不干净的情形外，在工作
能力作风方面，《细则》还列出了落实
意识差、责任心不强、能力素质低、工
作不在状态、担当精神不够、工作绩

效差、履职效果不佳、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指标考核或者基层党建考核连
续排名末位等具体情形。在调整程
序上，《细则》规定调整动议可以由地
方和部门主要负责人、组织（人事）部
门、分管领导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提
出，旨在扩大动议的责任主体，提高
大家的责任意识。同时，还规定干部
本人认为自己不适宜担任现职，也可
以提出申请。但是否启动调整程序，
最后只能由党委（党组）或者组织（人
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决定，强
调了组织把关的作用。

此外，在到龄免职（退休）、任期
届满离任、健康原因调整、违纪违法
免职方面，《细则》也尽可能进行了细
化，便于在实际工作中对号入座。

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认为，
《细则》对于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形成
能上能下的选人用人机制、建设高素
质干部队伍，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下
一步，各级党委（党组）和组织（人事）
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规定》和《细
则》，以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
的决心和意志，切实把干部能上能下
工作落到实处。 (相关报道见A03版)

推动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解决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等问题

我省出台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实施细则

■ 本报评论员

近日，我省印发了《海南省推进
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实施细则（试行）》
（以下简称《细则》）。《细则》剑指为官
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等现象，重
点解决干部能下问题，在完善从严管
理干部制度体系方面又向前迈出重
要一步。

从优化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能
上能下应该是干部任用的正常规
律。然而现实中，“能上不能下”却成
了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本应上下
通行的“双车道”变成“单行道”，无疑
危害了干部队伍的生机和活力，成为
干部庸懒散奢拖等问题的病根所在，
造就了一批“太平官”“撞钟官”“木偶
官”，阻碍了改革的快速推进和社会

事业的健康发展。
《细则》的出台，意味着我省在构

建科学的干部管理体系方面又多了
一个制度抓手，给那些“老油条”和

“南郭先生”敲响了警钟，一方面强化
了对在任干部的约束和激励，另一方
面也将增强干部队伍的流动性，为能
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营
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流水不腐，户枢

不蠹。能上能下、优进劣退，干部队
伍才会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戒空
戒松、从严以终，真刀真枪地抓好能
上能下制度的落实和执行，让那些想
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确实“上
得来”，让那些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
官乱为的干部真正“下得去”，使能上
能下成为干部选任的新理念、新常态。

今天的海南，正处在历史的新起

点，我们拥有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势
头，也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无论是
破解发展中的难题，还是迎接面临的
挑战，莫不呼唤干将、闯将，莫不要求
淘汰庸才劣辈。推进干部能上能下，
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
才能促使我省各级干部发扬“海南精
神”，勇担大任，不负人民，为建设国
际旅游岛贡献自己的力量。

让干部能上能下成为新常态

本报海口5月 5日讯 （记者郭
萃 通讯员陈建丽）今天下午，“全球
旅游目的地盛典”颁奖典礼在海南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会上揭晓了2015

“全球TOP10旅游目的地”榜单以及
2016“全球十大旅游目的地推荐”名
单，海口、三亚获2016年国内十大旅
游目的地推荐。

“全球旅游目的地盛典”由海口
市人民政府和中国旅行社总社共同

发起。据悉，此次旅游目的地的评
选，坚持“全球视野，数据驱动”的原
则，通过采集国内345个城市样本和
国际193个主权国家数据，由专业评
选和大众投票结果综合得出。

北京、上海、杭州、重庆、苏州、昆
明、广州、成都、西安、青岛荣获“国内
TOP10旅游目的地”荣誉；曼谷、首
尔、巴黎、迪拜、东京、新加坡、威尼
斯、纽约、悉尼、巴塞罗那荣获“国际

TOP10旅游目的地”荣誉。
此外，颁奖典礼现场还同期发布

了2016年全球十大旅游目的地推荐
名单，海口、张家界、洛阳、三亚、宁夏
中卫、内蒙古自治区、厦门、渭南、西
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萨被荐为
2016国内十大旅游目的地；博茨瓦
纳奥卡万戈三角洲、南乔治亚岛、格
陵兰岛等被荐为2016国际十大旅游
目的地。

2015十大旅游目的地揭晓
海口三亚获2016国内十大旅游目的地推荐

本报厦门5月5日电（记者侯赛）借第十二届
海峡旅游博览会在厦门开幕的契机，今天上午，海南
旅游推广暨招商座谈会在厦门举行。座谈会上，我
省向厦门和台湾旅游业界全方位展示了海南独具魅
力的旅游资源，并与台湾和厦门分别签署了战略合
作协议，促进旅游项目落地海南，并加强“三地”之间
的客源互送。

推介会通过播放旅游宣传片，现场互动宣介等
方式，全方位展现了海南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环境
以及环岛高铁游、航天游、邮轮游艇游、免税购物游
等全新旅游业态，琼北旅游圈和陵水、五指山、琼中、
澄迈、琼海等市县分别针对本市县的旅游资源现场
推介，美轮美奂的宣传展示让厦门和台湾旅游行业
同仁赞不绝口。

海南旅游推广
暨招商座谈会厦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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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记者荣启涵）我国
首艘4500米载人潜水器及万米深潜作业的工作母
船“探索一号”科考船历时13个月在广州完成主体
改修工程，5日正式交付中国科学院。

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深海工程技术部
主任阳宁介绍，根据国家863计划的任务，“探索一
号”将成为全国产的4500米载人潜水器的支持母
船。同时在中科院“海斗深渊”先导专项支持下，也
将作为万米深海的海上作业平台及支持母船，支撑
我国万米载人、无人潜水器的海试及深潜作业。

阳宁介绍，“探索一号”科考船将于5月6日从
广州南沙港起航，驶向海南三亚接受验收并进行海
试。海试完成后计划于近期驶往太平洋马里亚纳海
沟，执行中科院先导专项“海斗深渊”科考任务。

我首艘4500米载人潜水器母船改修完工

“探索一号”科考船
将在三亚进行海试

本报海口5月5日讯（记者罗孝
平）海南移动新闻门户——南海网
客户端明日正式上线，用户可以到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使用。同
时，南海网PC端首页也将同步进行
改版，对首页风格、用户体验进行全
面优化。

南海网客户端主要由新闻整合
传播平台、移动社区交流互动平台、
公共信息发布查询平台、市民生活
服务平台、商业展示交易平台等组
成，目前开设有 35个新闻+服务特
色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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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网客户端上线
南海网首页正式改版

读
懂
海
南

看
我
们
的

换一种视角，就能发现不一样的美。本报今起推出新闻航拍图片栏目《瞰新闻》，借助无人
机航拍团队的技术力量，以全新的视角来记录海南之变，发现海南之美，展示海南之魅。

5月5日，万宁石梅湾至大花角段旅游公路的美丽景色。该公路2012年底开建，目前全线路基工程、桥涵工程已基本完成，本月底有望通车。据
悉，万宁旅游公路南起石梅湾高速路出口，北至大花角，全长35.24公里，是海南首条“部省共建”的旅游公路。 本报记者 张杰 通讯员 卓琳植 摄最美海岸公路月底通车

■ 本报编辑部

晨曦徐徐揭开面纱，又一个美
丽的日子向我们走来。

今天，是海南日报与您携手走
过的第21760天。明天，是海南日报
创刊66周年的纪念日。

我们为您，为自己准备了一份
厚礼——启动新一轮改版。

这是海南日报继2013年1月和
10月两次改版后，又一次改版升级，
也是我们献给建党95周年、琼崖地
方党组织成立90周年的礼物，更是
我们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适应新媒体时代的新闻
传播格局巨变而进行的探索。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牢
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正确舆
论导向，推动新闻舆论战线适应形
势发展积极改革创新。面对互联网
崛起的传播格局，党报必须不断求
新、不断研精，才能切实提高新闻舆
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从而巩固主流舆论阵地。

唯变，才不变。我们推出新栏
目《瞰新闻》，将全面展示海南之美；
推出新版面《小康》，将记录海南扶
贫攻坚的宏大进程；升级王牌版面

《深读》，将直击海南发展痛点难点
热点……变的也许是形式，也许是
内容，不变的却是为了党的事业，为
了海南科学发展、绿色崛起、建设国
际旅游岛的大局，为了安放报人一

颗精益求精的恒心。
变，岂止于纸！这将是一张融

媒体时代的多维化报纸。在“互联
网+”席卷的当下，我们不守旧，我们
拥抱创新，在改变中奋力前行——

深植融媒理念。强化与海南日
报报业集团旗下“两微一端”、南海网
的互动，让有限版面带来无限阅读。

深耕融媒平台。整合资源，推
出海南首个融媒体周刊《读＋》，打
通报纸、网站、移动端传播界限。

以改版升级为契机，我们还将
致力于培养全媒体型记者编辑队
伍，致力于创新党报媒体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为党报转型融合创新工
程趟出一条新路。

变，岂止于精！这将是一张大

数据时代的精品化报纸。在信息碎
片化的当下，我们不浮躁，我们敬重
精品，在求精中勠力前行——

精研版式设计。增设图表版
《图视》，标题统一字体，正文字号加
大，主打大图片大图表，追求可视化。

精雕深度调查。深读版主打新
闻调查，期数从一周 4 期调整为 2
期，深耕细作凸显纸媒“深读”优势。

我们始终坚信，无论时代如何
变迁、媒质如何进化，精品永远为人
所需、为人所敬。我们追求报道内
容和报纸版式的精品化，让报纸更
可读更悦读，让舆论引导更精准。

2016 年，我们将继续高举党报
创新、融合的大旗——

不忘初心，整装再发！

岂止于纸 岂止于精
——改版升级致读者

<1年
1-4年

4-10年
10-15年
15年以上

14人
56人
64人
32人
20人

醉驾者驾龄4-10年居多

“醉驾入刑”5年
全省89人终生禁驾

韩国重启
“杀人加湿器”事件调查

开栏
的话

南海网民调近九成网友吐槽海南落户难

户改不落地
“海漂”难“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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