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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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老乡，宅基地纠纷不是谁家
人多谁说了算，更不是吵吵嚷嚷就
能解决问题。先进行当事人双方
宅基地合法性审查吧，法律会给大
家一个明白的说法！”在海口市美城
村委会干部黄世杰的耐心调解下，
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两家人终于冷静
下来。

宅基地纠纷可谓农村工作中最
具普遍性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从

前，黄世杰一遇到此类纠纷就“头
大”，如今处理起来却是游刃有余。

他坦言，这一成长要归功于海
南政法职业学院提供的干部培训，

“从《农村土地纠纷法律调处》课程
中学到的内容，可以运用于基层工
作始终。”

记者了解到，自2011年成立海
南省政法干部培训学院以来，政法职
业学院已经为21万余人次公务员、
政法干警、农村干部等提供了培训、
考务服务。

三顾茅庐引师资

“一个高等职业院校，为什么要
办培训教育”“既没有基础，又没有师
资，他们能办得起来吗”……2011年，
听说政法职业学院要开办干部培训
班，受到邀请的单位心里疑窦丛生。

院长吴杰这样解释，近几年，我省
党员干部法治观念在不断增强，依法
办事能力也在不断提高，但与全面推
进法治海南建设的要求还存在着较大

差距，“一些干部甚至知法犯法、以言
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对干部
进行法治教育乃是当务之急！”

但是，我省没有针对党员干部开
设的法治教育培训机构，作为全省唯
一的政法类高等职业院校，政法职业
学院理应扛起责任担当——把培训
教育与学历教育摆在同等重要位置，

“两翼推进”！
说办就办，谈何容易？继续教育

部副主任杜云回忆，当时，供参训学
员使用的餐厅、宿舍仅能满足几十人

的需求。老旧的报告厅里，运行缓慢
的计算机时而蓝屏、时而死机，有时
连开班仪式都无法完整进行。学员
们纷纷反映：优质师资无法保障、教
学形式相对单一、课程针对性不强、
师生缺乏沟通平台……可谓万事开
头难！

学院领导班子理清了思路：要想
办好培训，首先得保证师资。于是，
继续教育部工作人员隔三差五地往
省内外高校、干部培训机构、相关业
务部门跑， 下转A03版▶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实施“两翼推进”战略开展干部培训工作

汗水涤洗勋章 赤诚铸就品牌

本报海口6月 20日讯 （记者
罗霞 通讯员陈金梅）记者今天从
海南生态软件园获悉，海南生态软
件园与印度阿波罗医疗集团今天在
印度海德拉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亚洲最大的民营医疗集团——印度
阿波罗医疗集团“落子”海南生态
软件园。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阿波罗医
疗集团将海南生态软件园作为战略

合作伙伴，共同打造一个覆盖跨区
域医院运营管理、线上线下医疗服
务、医护人才培养及管理人才培训、
电子商务于一体的现代医疗服务平
台。双方将在海南生态智慧新城建
设一个示范医院和一个医学院，其
中医院建设将引入阿波罗医疗集团
最先进的诊疗技术与服务，阿波罗
医学院将引入整个阿波罗医疗集团
现有的医护人员教育培养体系。

继今年3月宣布“海南红黄蓝
24小时国际幼儿园”9月开园这一教
育配套落地之后，此次是海南生态软
件园迎来医疗这一核心配套。海南
生态软件园总经理杨淳至表示，海南
生态软件园致力为入园企业提供一
流的综合服务配套，目前教育、医疗
两大配套相继启动，后续园区还将
着力引入小学到高中全程高端教育
资源，打造一个兼具产业动力与城

市活力的产城融合“微城市”。
据了解，印度阿波罗医疗集团

在全世界拥有及运营医院64所，开
放床位达9215张、连锁1900多家
药店与药局，是印度最大医疗集
团。阿波罗医疗集团积极开展医疗
服务外包，主要向英国及非洲、中
东、南亚等地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已经累计为来自121个国家的数亿
名各类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海南生态软件园与印度阿波罗医疗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亚洲最大民营医疗集团“落子”海南

新华社华沙6月20日电（记者
王朝文 霍小光 孟娜）20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华沙同波兰总统杜达举
行会谈。两国元首高度评价中波传
统友谊和双边关系发展，一致决定将
中波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加强交流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
在在的利益。

习近平指出，波兰是最早承认并
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两国人民

友谊源远流长。建交67年来，中波
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特别是中波战
略伙伴关系确立以来，两国高层交往
频繁，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
方兴未艾。中方珍视同波兰的传统
友谊，愿同波方一道，推动两国关系
持续健康深入发展。双方要增进互
信，把握双边关系发展的政治方向；
要对接发展战略，将政治互信转化为
可持续的务实合作成果，希望以中欧

班列为代表的合作项目能够在双方
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发挥带头作
用，推动中波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
要深化经贸、金融、农业、高技术领域
合作，丰富双边关系内涵；要巩固友
好，全面推动人文领域交流合作，进
一步采取措施便利人员往来。

杜达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
访问波兰。 下转A02版▶

(相关报道见B02版)

习近平同波兰总统杜达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建立中波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周
元 彭青林）随着全省重点建设项目
投资强度加大和进度加快，工程建
设对石料资源需求量急剧增加。近
日，省委书记罗保铭就建筑用砂石
料供应工作作出批示，强调要在保
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科学有序规
划，实现全省砂石矿的合理布局，确
保重点工程项目的砂石料供应保
障。省政府日前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认真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将砂石

矿规划和开采纳入全省“多规合一”
布局，统筹做好砂石料资源的开采
管理，有序提升产能，维护资源开发
秩序，全力做好建筑砂石料资源保
障供应工作。

罗保铭在批示中指出，“十三
五”期间仍是海南基础设施、新型城
镇化、产业项目集中加快上马的关
键时期，工程砂石料需求巨大且价
格连年上涨，滥采、偷采屡禁不止，
此状况再延续下去，既影响项目建

设也容易导致破坏环境。解决好
了，也是海南处理好保护与开发在
一个方面的长远大计。批示要求，
结合全省五年规划的工程需求，科
学合理解决采砂、石料的用地规划、
环境保护、开采后的生态修复及责
任主体、所需资金问题，处理好与全
省“多规合一”的衔接，实现全省矿
点适应需求的合理布局、净矿开采。

受省长刘赐贵委托，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毛超峰多次主持召开

省政府专题会议，就贯彻省委精神
提出具体要求，分别对相关工作进
行了部署，明确了工作时间表和责
任分工。在石料供应方面，我省将
通过稳步提高现有产能、逐年新增
部分产能、统筹做好石料资源调查
评价和储备等途径，在“十三五”期
间提供51790万立方米可开采石料
资源，完成25500万立方米资源储
备基础勘查，全力保障好重点项目
建设。 下转A02版▶

罗保铭批示要求

严守生态红线 统筹合理布局
确保建筑砂石保障供应

省政府研究部署做好全省建筑砂石料资源供应工作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陈
蔚林）2016年海南省普通高考网上评
卷工作今天全部完成，省考试局将力
争在6月25日前向考生公布成绩。

根据安排，网上评卷工作结束后，
成绩复核组工作人员将通过人工和评
卷系统相比对的方式，对评卷结果随
机进行选择题二次识别，满分、零分及
缺考卷的校验，选择题与非选择题分
数高低对比校验等多项关联核对，以
确保评卷结果准确无误。

记者了解到，今年我省将继续实
行标准分转换制度。全国统考科目单
科及总分的成绩，以单科标准分和综
合标准分的形式公布；基础会考各科
考试成绩不进行标准分数转换，按各
科卷面成绩之和的10%公布；体育、
艺术类的专业考试成绩以考生的实际
获得分数公布。

成绩公布后，考生可通过6种渠
道查询成绩：一是通过省考试局官网
查询，二是通过扫描考生报考卡二维
码查询，三是通过海南高考圈查询，四
是通过省考试局微信平台查询，五是
通过微信城市服务查询，六是通过掌
上大学查询。

据悉，招生录取工作将从6月28
日开始。

高考评卷工作完成
力争25日前公布分数
考生可通过6种渠道查询

本报石碌6月20日电（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李
林中）今天4时01分，海南昌江核电工程2号机组顺
利实现首次并网发电，标志着海南昌江核电项目一期
工程即将全面建成，这将进一步优化海南能源结构，
巩固海南国际旅游岛全国清洁能源占比第一地位。

海南昌江核电工程1号机组自去年投产发电以
来，一直保持安全稳定运行，累计发电17亿度以上，
为海南清洁能源示范岛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按双
机组年发电量约100亿度计算，相当于节约标煤约
300万吨，减少约748万吨二氧化碳和5.8万吨二氧
化硫排放。

海南昌江核电厂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塘
兴村，可容纳建设4台大型核电机组，一期工程建设
两台65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其中1号机组于2010年
4月25日正式开工，2015年12月25日投入商业运
行；2号机组于2010年11月21日正式开工，计划于
今年8月初投入商业运行。

海南昌江核电工程
2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张谯星）今天上午，
省委副书记、省深化海南农垦管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
组长李军主持召开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总结前一阶段
农垦改革工作，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常委、组织部
长、领导小组副组长李秀领出席会议。

去年7月，省委六届八次全会作出了推进新一
轮海南农垦改革的重大决策。去年12月，省委、省
政府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出台了《关于推进新一轮海
南农垦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对农垦改革发展作
出全面部署。会议听取了各专项改革组及有关部
门工作情况汇报，审议了农垦改革有关文件。与会人
员展开深入探讨，提出意见建议。

李军指出，总体上看，各部门、各市县和农垦系
统贯彻落实《实施意见》的情况是好的，但也存在不
平衡问题。各级各方要从遵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
的高度，深刻理解省委、省政府的坚强决心，切实把
《实施意见》学习好、研究透、贯彻到位。改革发展
中，有的工作以市县为主，有的工作以部门为主，有
的工作以农垦为主，为主的要主动推进，为辅的要全
力配合。要加强督查，确保《实施意见》的各项政策
措施真正落地施行。李军还就农场社会管理属地化
改革、土地清理规范、盯紧“八八战略”开展招商引
资、探索国有资产监管新机制、优化农场资源配置和
资产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有关农场负责人参加
会议。

李军在省农垦管理体制改革领导
小组会议上强调

把农垦改革发展《实施
意见》领会好落实好

6月20日上午，在海口琼山区金花村板桥路边，修车师傅正在新建的“㎡安民行动计划”区域为市民开展修车
服务。目前琼山区正按照“打造社区15分钟便民生活服务圈”的要求，实施“㎡安民行动计划”，充分挖掘、利用每平
方米的空间，因地制宜设置修鞋、修伞、修车、卖水果、理发等便民利民服务点，方便居民生活。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海口琼山实施“㎡安民行动计划”

街边多了便民摊

本报北京6月20日电（记者陈
蔚林）今天晚上8点52分，由省委宣
传部、省政协文史委员会、海南广播电
视总台、海南恩祥影视文化传媒公司
联合拍摄的大型史诗电视连续剧《天
涯浴血》在央视一套开播，引发观众收
看热潮。

据介绍，该剧是为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宣部关于

“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的有关要求而
打造的海南文艺精品建设重点工程，
全景式地展现了大革命失败后，琼崖
党组织领导琼崖人民坚持武装斗争
23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历程。

为向建党95周年献礼，自今日
起，《天涯浴血》将在央视一套每晚
播出3集，其中20点52分播出1集，
《晚间新闻》后播出2集，预计在本月
底播完。6月 30日起，该剧将在省
内播出。

(相关报道见A02版)

献礼建党95周年

大型史诗电视连续剧
《天涯浴血》央视开播

全球超算500强榜单出炉
“神威太湖之光”登上榜首

中国芯闪耀
全球超算之巅

一家企业
环境违法的责与罚

未验先投，7年拖延不改，
如今关门停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