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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政府
综合服务热线

12345，件件落实，事事着地

还有 天6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李
佳飞）5月14日-15日，2016中国·海
南名粽展销会在海口市海南望海国际
广场举行，来自儋州、万宁、澄迈、定安
4个市县的数十家粽子企业集中展销
当地特色粽子。

据悉，此次展销现场将以市县特
色元素为单位，凸显各地的粽子文化
及城市风格。澄迈瑞溪粽将采用“长
寿老人卖粽送咖啡”，凸显健康长寿文
化的魅力；儋州洛基粽将采用仿古装
饰，营造“东坡卖粽送词”卖点；定安黑
猪粽将通过琼剧元素，打造“定安娘子
卖粽送戏”亮点；万宁和乐粽将融合
海、花等元素，突出万宁“爱情”特色，
开展“情侣卖粽送玫瑰”等活动。

(相关报道见A03版)

海南名粽展销会
今日开幕
14日-15日相约望海国际广场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记者13日从最高人
民检察院获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
国委员会原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令计划
涉嫌受贿、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滥用职权一案，由最
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经依法指定管辖，移送天津
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近日，天津市人
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依法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令计
划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令计划，听取了其
辩护人的意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书指
控：被告人令计划利用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
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非法收
受他人巨额财物；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情节严重；滥用
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情节特别严重。对令计划，依法应当以受贿罪、非法
获取国家秘密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天津检察机关
依法对令计划涉嫌受贿、
非法获取国家秘密、
滥用职权案提起公诉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周元）今天召开的
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第30次会议决定，省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5月25日至26日
在海口召开，会期两天。

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保铭委托，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宪生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符跃兰、毕志强、康耀红、贾东军，秘书长陈国
舜出席会议。

会议建议，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议程为：审议《海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
施细则修正案（草案）》；审议《海南省珊瑚礁保护规
定修正案（草案）》；审议《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保护
与开发管理规定修正案（草案）》；审议《海南省城镇
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修正案（草案）》；审议海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海南省旅游景区管理
规定（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提请审议《海南经济特区旅游价格管理规定（修订草
案）》的议案；审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海
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规定（草案）》的议案；审议海
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报请审查批准
《海口市爱国卫生管理办法》的报告；下转A03版▶

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25日召开

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
者王经国 张宝印）第七次全国人民防
空会议13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亲切会见与会代表。他强调，人民防空

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危、事关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成果。要坚持人民防空
为人民，把这项工作摆到战略位置、纳
入“十三五”规划，与其他工作同步抓好，
团结一心开创人民防空事业新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参加会见。

下转A02版▶

习近平在会见第七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代表时强调

坚持人民防空为人民
铸就坚不可摧的护民之盾

李克强参加会见并在大会上讲话 刘云山张高丽参加会见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金
昌波）记者今天获悉，海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和陈满就国家赔偿问题达成赔偿
协 议 ，向 陈 满 支 付 国 家 赔 偿 金
2753777.64元。

1994年11月9日，海口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放火罪判处陈
满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11月13日，海口市人民检察
院以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为由，向海
南高院提出抗诉，海南省检察院支持
抗诉。1999年4月15日，海南高院经
审理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2015年2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
院对该案提出抗诉。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经最高人民法院指定，于2015年
12月29日在海口开庭再审此案，并
于今年2月1日依法宣判，宣告陈满
无罪，当庭释放。

海南高院和陈满达成国家赔偿协议

陈满获赔
275万余元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黄媛艳 陈雪怡

在三亚发现中廖，是一种惊喜。
见惯了现代时尚的大景区，住多

了高端洋气的大酒店，许多游客甚至
没有意识到三亚还有农村。位于吉
阳区、邻近4个5A级景区的中廖村，
让他们“开了眼界”：入眼是满满的
绿，瓜果垂过人肩，鸡鸭悠然自得，屋
前有塘，塘前有格桑花海，花海远处，
是一脉一脉的青山。这里淳朴，却不
简陋，村容整洁，村道修得舒畅爽气，
木栈道精致，黎家房屋古朴典雅。更
重要的是可游玩：无须门票，便可赏
花，采摘，骑行，垂钓，也可品一品农
家味道。

“三亚还有这种地方！”在喧闹的

大都市中，中廖村如“人闲桂花落”的
世外桃源，让游人如享完大餐后来了
一杯清酒——在乡村中，它是景区；
在景区中，它有乡愁。乡愁味道，吸
引游人络绎前来，最高峰日有上千
人。

村民们开始吃上“旅游饭”。瓜
果采摘、赏花拍照可以赚钱。原来两
元一个卖给收购商的椰子，他们留着
自己卖，一个10元。符亚芳开“春天
里”咖啡馆，春节半个月收入就超过
他在外打工半年。

村支书林泽良说，中廖能发展起
旅游，是因为村民们知道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党和政府要求中廖“不
砍树，不拆房，不占地，不填塘”，村民
心领神会，明白保住生态才有发展本

钱；去年制定的美丽乡村规划要求
“不贪大，不求洋”，村民们也明白，做
出乡愁味道，才有吸引人的特色。

的确如此。记者采访发现，这里
田园格局、乡野风味没有改变，很多
地方，村民们稍微动一下心思，便成
了景观，例如立面改造后的房屋，水
塘边修上亭台。“李家院子”咖啡屋用
茅草搭建的蘑菇状屋顶，连村民自己
也感叹“是小时候的感觉”。正在打
造农家乐的一位村民，请求区干部帮
忙设计大门时特别要求，“要有民俗
味道”。

深入中廖发展的脉络可以发现，
这里能有今天，更在于守得住“寂
寞”。由8个自然村组成、3800多人
的中廖，位于两条国道交界处，通往

海棠湾、呀诺达、槟榔谷等交通便
利。然而在去年三亚整治违建大行
动中，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么多年来，
中廖竟没有一例违建。

林泽良说，外来企业想跟村民租
地私自建房的情况很多，有的村民也
曾心动，但都被村“两委”一一制止：

“违法的事不能碰！不能为眼前利益
损害了长远利益，破坏了村庄规划！”
经过劝导，村民们面对诱惑，都能做
到不为所动。

“去年打造美丽乡村以来，企业
更是隔三差五来找我们，他们要地建
项目搞开发，我们打工得分红，我们
也不干。”林泽良说，在政府的指导
下，村民们对于旅游开发，不贪图快，
只想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如

今，村民们将成立自己的公司，主导
中廖旅游产业。

中廖村的发展，尤其得到省委常
委、三亚市委书记张琦的赞赏。“三亚
鼓励企业合作参与美丽乡村建设，但
反对企业大包大揽式地改造乡村，农
民要自己当老板。我们坚持内涵式
发展，用海绵化思路改造城乡。村庄
的升级改造要保留农民的风俗习惯
和文化脉络，留得住乡愁。”

如今，中廖村正在气定神闲中迎
来美丽乡村二期规划。在政府帮助
下，村民干劲十足，纷纷结合乡愁主
题谋划民宿、童趣园等项目。

中廖村，守得住寂寞，才守住了
乡愁……

（本报三亚5月13日电）

三亚中廖村守住美丽生态，自主发展旅游产业，村民吃上“旅游饭”

中廖村里有乡愁

5月11日，琼海博鳌镇培兰村的群众在抢收早稻。
据琼海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介绍，虽说因前期低温，今年早稻成熟较往年推迟了一周，但农技部门推广种

植的品种并没有受低温影响收成，农民自己选种的品种也未有灾情报告，早稻丰收在望。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天涯忙夏收

本报定城5月13日电（记者宗
兆宣 通讯员陈术颖）“在党组织外
游离了很多年，终于找到‘家’了！
更没想到在组织的帮助下我也能成
为致富带头人，甩掉了贫困户的帽
子。”想起回归党组织后的生活变化，
定安县雷鸣镇“个小专”非公经济党
支部党员王卓今天对记者感慨道。

王卓从广西来海南当兵，在部
队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退伍

后把家安在定安县雷鸣镇。他摆过
地摊、干过修理，也贩过牛羊，但因
为缺少致富产业，他一直是村里的
贫困户，也因为没有固定工作，他一
直游离于党组织之外。

2015年，王卓通过雷鸣镇流动
党员联络站主动找到党组织后，在
定安县委组织部和雷鸣镇“个小专”
党支部的帮助下，建起了养殖场，成
为雷鸣镇的养羊大户。

王卓的境遇是海南众多“个小
专”即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专业
市场从业党员的一个缩影。

截至今年4月，我省私营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有55.5万户，占市场
主体总量的91.34%。由于规模小、
分布散等原因，“个小专”的党员多
数游离于党组织之外。

2015年以来，海南工商系统把
非公企业党建列为重点工作，采取

“寻找一批、选派一批、组建一批、发
展一批、培养一批”等办法，按照“单
独组建、派员组建、依托组建”的组建
方式，在全省共建立非公企业党组织
2582个，目前已让26543名在非公
企业从业的共产党员找到了组织。

目前，省工商局已在各级工商
窗口设立非公党建咨询台、党员示
范岗，还将向非公经济党组织派出
辅导员和支部书记。

我省推动非公企业党建工作

2.6万余“个小专”从业党员回归党组织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彭
青林 罗霞）今天上午，省长刘赐贵
主持召开全省4月份经济形势分析
会，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抓落实的一系列重要论
述，围绕党中央、国务院指示要求和
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扎扎实实
抓好各项工作落实，推动海南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今年1-4月，全省经济运行继
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态势，预计累

计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326亿元，同
比增长9%左右，主要经济指标好于
预期，尤其表现在农业结构调整加
快、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重点项目
加快建设、旅游市场持续活跃、房地
产去库存成效显现、财政收入较快增
长、就业和物价形势平稳等方面。但
也存在经济下行压力不减，部分经济
指标不平衡、不稳定等问题。

围绕各领域各地区经济运行情
况，11个省直部门和海口市、三亚市

政府主要负责人在会上作表态发
言，重点分析了问题，提出了下一步
解决问题的工作安排。省政府领导
分别结合分管领域对下一阶段经济
工作作了具体安排。

在分析了我省今年以来经济运
行的总体形势，对下一阶段工作进
行全面部署后，刘赐贵着重围绕抓
落实问题作了讲话。

刘赐贵指出，抓落实是“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的具体要求，是“马上

就办”、雷厉风行作风的具体体现，
是“在其位谋其政”的岗位职责，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十
三五”规划的蓝图要靠实干来实现。

刘赐贵说，一年多来抓落实亮
点频现，主要表现在推进“多规合一”
改革试点，谋划十二个产业、六类园
区，开展六项生态环境整治，开展“投
资项目百日大会战”，以人才引进培
训、五网基础设施、 下转A03版▶

(相关报道见A03版)

刘赐贵在全省4月份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强调

认真学习贯彻习总书记关于抓落实系列重要论述
以扎实作风推动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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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管道高铁”速度比飞机还快

未来高铁，
北京-纽约半天时间

美在罗部署的
反导系统正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