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举报流程：群众举报——检察机关受
理、管理、审查举报线索和初核部分举报线索
——交办重要举报案件——对移送本院侦查
部门处理的举报线索进行催办——开展保护
奖励工作——答复实名举报人——对举报失
实澄清

2、举报方式：我国公民、机关团体、企事
业单位以及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外籍人
士通常可以采用的举报方式主要有：

电话举报：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12309

网上举报：www.12309.gov.cn

信函举报：各级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

当面举报：各级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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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蔚林

从古树昌茂的冯白驹故居到庄严
肃穆的琼崖红军云龙改编旧址；从涛
声依旧的赤水港渡海登陆点到枪声在
耳的椰子寨战斗旧址；从重创日军的
那大和大水战斗旧址到两次保存革命
火种的母瑞山革命根据地……

这是一场红色之旅，更是一场朝
圣之旅。2010年至2014年间，大型
史诗电视连续剧《天涯浴血》编剧李福

顺、楚军红伉俪的脚步遍及全岛。他
们深入各地考察革命遗址、追寻英烈
足迹，同时多次探访党史部门，获取详
实资料，遍读历史专著……所做的一
切都是为了用史实筑牢“一剧之本”。

“剧中讲述的故事年代相近、政治
性强、意义重大，我们不能为了渲染剧
情而添油加醋，更不能为了追求效率
而胡编乱造。”李福顺告诉记者，为了
最大程度地尊重史实、还原历史，他与
妻子不仅走遍全岛500多处革命遗

址，还几次前往北京、广东、台湾等地
查阅史料。

“走遍全岛500多处革命遗址”说
来简单，实行太难。每一次他们出发，
都是戴着草帽、拄着拐棍，身挂照相
机、手拿录音笔，哪怕是头顶烈日也要
裹得严严实实。因为，楚军红吃过贪
凉的亏：一次去往母瑞山革命根据地
途中，穿着七分裤的她突然觉得小腿
一阵痛痒，手一摸竟是一片猩红。原
来，一只蚂蟥已经把半个身子都扎进

了她的小腿。
又是用手挤、又是用烟熏，把蚂蟥

拔出来后，楚军红曾有过退却的念
头。可是，第二天李福顺出门采风时，
她还是默默地跟了出来，穿着长衣长
裤，用透明胶把衣服与裤子、裤子与袜
子之间的缝隙粘得密不透风。

就这样，白天寻访，夜晚执笔，一
写就到深夜两三点还不能入眠。在此
过程中，两位编剧不仅特别请教了知
名作家王朝柱和知名导演冯小刚等，

而且每完成一个阶段创作，就带着剧
本初稿追随该剧总导演唐国强的脚
步，到湖南、浙江等地，如学生一般虚
心请教。

如此高强度的编剧工作，“立志以
匠人精神打磨剧本”的李福顺和楚军
红陆陆续续坚持了将近4年，直到电
视剧开拍的前一个月，还邀请多名党
史专家对剧本进行修改，最终把第八
版剧本交到了演员手中。

（本报北京6月20日电）

《天涯浴血》编剧李福顺、楚军红夫妇：

4年走遍琼岛500多处革命遗址

本报三亚6月20日电（记者陈
雪怡）古时有愚公移山，今日有三亚
补山。今天，《人民日报》在15版刊
发深度报道，从三亚市抱坡岭山体该
不该补、谁来补、怎么补、防止新的

“人为啃山”等方面，关注介绍了三亚
“双修”“双城”重点项目之一——抱
坡岭山体修复工程。

据报道，多年来，由于过度采矿，
三亚抱坡岭东边的山岭完全被削平。
三亚在开展“城市修补、生态修复”工

作中，将受损矿山恢复作为重点，抱坡
岭成为首批山体修复试点之一。经过
一年多努力，山丰满了，变绿了。

项目开始前，有人提出山体的破
坏是历史形成的，修复非一日之功，付
出多、收效慢，“是愚公才干的活儿”，
不值得。但经过综合考虑，三亚市政
府还是决定要补山。“山体无法自我修
复，易引发地质灾害，现在不补将来更
加吃苦。”三亚市副市长李劲松说。

经过多次协商，最后决定修复资
金由三亚市政府和三亚华盛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政府投资2/3，

企业投资1/3并垫资代建。抱坡岭
修复主要采用人工退台填土的方
式。在修复中，坚持“以自然恢复为
主，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原则。

项目重点放在山体安全、植物本
土化和山体海绵化蓄水等方面。植
被选择上，草本植物以本地生杂草为
主，灌木原则上用附近未被损坏的山
体灌木剪枝插枝，乔木多采用小叶榕
等本地常见树种和本地常绿阔叶树
种。2—3年后，就可任这些植物生
长，待山体逐渐恢复自我修复能力。

在海南省域开展“多规合一”工

作中，三亚确定生态红线区用地面积
约占全市陆域面积的44.7%。其中
北部山体林地、水源地、近海自然资
源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划入生态红线
区进行严格保护。

今年5月17日，《三亚市山体保
护条例（草案）》报三亚市人大审议。
《条例》草案提出，在山体本体线范围
内，只能开展经依法批准的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各种类型
的国家公园及其配套工程设施；确需
建设的市政公用设施、水利工程设施
和军事设施；保护山体的工程设施。

《人民日报》关注三亚抱坡岭山体修复工程

曾经被啃的山变绿了
中央媒体看海南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朱
和春）“海南日报推出的‘在信仰的旗
帜下’主题报道，围绕革命人物、革命
故事、党建知识、新时期改革攻坚事
迹展开，是一组可借鉴的精品。”本报
6月13日起推出的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95周年暨中共琼崖地方组织成
立90周年特别报道《在信仰的旗帜
下》日前获得中宣部新闻阅评小组的
高度点赞。

新闻阅评小组从以信仰为主线
重温党的历史、展示新时期共产党
一心为民、系统宣传共产党员的杰
出贡献三个方面对本报报道进行肯
定。新闻阅评小组认为，回望党的
历史、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峥嵘岁
月，是纪念建党95周年宣传报道中
心所在，海南日报将“信仰”作为主
线贯穿，很好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精神气质，从而使整个报道

立意高远。同时，海南日报此组报
道不仅回望历史，还突出展现新时
代的“海南精神”，即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共产党人带
领海南人民艰苦奋斗的为民精神，
并在宣传报道中贯穿“学党史、感党
恩、跟党走”理念，将党的实践与人
民群众的实践密切结合，通过一个
个感人的人物、一个个接地气的故
事、一个个工作业绩，宣传了新时期

基层党组织的新作为。
新闻阅评小组指出，提高纪念建

党95周年宣传感染力和有效性，需
要突出思想内涵，体现时代特征，从
深度、特色、鲜活等处下功夫，需要具
体结合各地革命历史和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及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在这些方面，海南日报

“在信仰的旗帜下”主题报道有可学
之处。

本报《在信仰的旗帜下》特别报道获中宣部新闻阅评小组点赞：

“一组可借鉴的精品”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
员林玥 郭石宝）为了让公众了解检察工作、了
解举报工作，今天，2016年全省检察机关举报
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省检察院呼吁群众积极
参与到举报工作中来，为检察机关依法查办各
类职务犯罪提供重要的案件线索。

据了解，本次举报宣传周起止时间为6月
20日至24日，活动围绕“加强举报人保护，惩
治群众身边腐败”这一主题，重点宣传中央和
国家关于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方针政策和法律
法规；检察机关保护、奖励举报人的工作制度
和贯彻落实情况；检察机关查办和预防职务
犯罪工作的重点与成效；检察机关刑罚执行
监督工作采取的措施与取得的效果；检察机
关全面从严治检，强化规范司法的制度措施
等五个方面内容。

为加强和改进举报工作方面，省检察院不
断完善举报工作机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
全省检察机关举报线索管理的意见》，规范了举
报线索管理、举报线索流转、举报线索办理、实
名举报答复和奖励、举报保护和举报不实澄清
等具体工作。目前，全省各级检察院均设有举
报中心，统一受理举报和接受犯罪嫌疑人投案
自首，统一管理举报线索。人民群众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通过来信、来访、拨打12309举报电
话等方式向举报中心提供职务犯罪线索。

另据悉，去年，全省检察机关举报中心共接
收举报线索651件，其中，实名举报线索323
件，重复举报线索76件。受理的首次举报线索
中，罪名涉嫌贪污贿赂类犯罪的470件，占首次
举报线索总数81.74%，涉嫌渎职侵权类犯罪的
105件，占18.26%。2015年以来，全省检察机
关共奖励举报有功人员17人。

我省启动
2016年举报宣传周活动
去年全省检察机关
共接收举报线索651件

6月20日，俯瞰G98环岛高速公路藤桥互通段，车辆在改造完成的道路上高速通过，东线高速海口至三亚右幅实现全线贯通。
据介绍，藤桥互通至三亚段终点右幅6月20日通车后，6月23日起英州互通至三亚段终点左幅共29.7公里将进入封闭施工阶段，石

梅湾互通至英州互通左幅53公里已于4月8日封闭施工。6月23日起，海口至三亚车辆走高速将不受影响，三亚至海口方向的车辆需从
三亚绕行海榆东线至万宁再上高速，整个改造工程计划在9月底完工通车。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东线高速藤桥至三亚段
右幅完成改造实现通车

◀上接A01版
波中高层交往密切，拥有良好政治互信和传统
友谊。波兰钦佩中国发展成就，愿在波中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通过中国－中东欧国家
和“一带一路”合作平台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深化同中国经贸、人文等各领域合作，使
波兰成为中国进入欧洲的窗口。波方愿同欧
盟国家一道支持中方办好第18次中国欧盟领
导人会晤。

两国元首达成多项重要共识，一致决定建
立中波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化各领域务实合
作，让两国民众真正分享双边关系提升带来的
实惠。

双方同意互尊互信、平等相待，切实理解彼
此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高层交往，扩大立法机
构、政府部门、政党和地方交流，充分发挥政府
间交流合作机制作用，加强在联合国、亚欧会议
等多边组织和国际事务中协调合作。

双方同意加强各自发展战略对接，打造互
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尽早启动具有示范意义的重大项目，争取早期
收获。推动中波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扩大双
方合作领域和成果。鼓励两国企业加大相互投
资，拓展农业、金融、通信、环保、高技术、航天、
新能源等领域合作。

双方同意全面推动人文领域交往，加强文
化和教育交流，加强旅游合作，促进地方合作
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加强体育交流，互学互
鉴。通过上述为双边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夯实
社会基础。

双方同意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对接欧盟
重大倡议，促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支持全面落实《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推进
建设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
系。希望中欧双方共同努力，推动今年9月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取得积极成果。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波兰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的联合声明》，并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
兰共和国关于共同编制中波合作规划纲要的谅
解备忘录》以及信息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
产能、教育、文化、税务、质检、海关、航天等领域
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两国元首共同会见了记者。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出席上述活动。

习近平同波兰总统杜达
举行会谈

◀上接A01版
在砂料供应方面，我省将通过增设新砂
场形成新产能、河道疏浚加大供应、新
增砂源优化供给结构、鼓励省外输入等
途径，保障14239万立方米砂需求量，
解决现有建筑用砂料供应不足的问题。

省政府要求，要在“全省一盘棋”
的约束指导下，加快完成砂石矿资源规
划，科学编制全省砂石料采矿权设置方
案，优化砂石矿布局，严格以“多规合
一”引领管控砂石资源开放，禁止和退
出所有不符合生态红线和矿产资源规
划的采矿权。要加强和完善砂石矿开
发的总量控制管理，统筹有序安排采矿
权投放，依法依规公开出让，促进供需
平衡。要建立审批绿色通道，按照简政
放权的要求优化审批流程，加快审批进
度。要加快新技术的引进、应用和推
广，降低成本、提高品质、增加产量，采
石矿要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强生态恢
复治理；采砂矿要加快潜在砂源勘查，
提高淡化海砂、机制砂的处理工艺，优
化供给结构。要严格执法监督，依法坚
决打击无证开采、越界开采等违法行
为，规范资源开发秩序。

省政府强调，各市县政府要高度
重视相关工作，全面落实属地主体责
任，将保障重点项目建筑砂石料需求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多部门联动
协作机制，加强舆论宣传引导，强化制
度政策保障，加强督查督办，全面落实
省委、省政府要求和工作部署。

严守生态红线
统筹合理布局

确保建筑砂石保障供应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歌声豪迈而起，党旗迎风飘扬。
今天晚上，随着大型史诗电视连续剧
《天涯浴血》在央视一套的播出，琼崖
坚持革命武装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
历史大幕在观众面前徐徐拉开。

椰林茂密，泉水叮咚，一双双草鞋
从湿滑的卵石上飞快地踩过。1927
年，国民党反动派公然举起屠刀，在被

历史记载为琼崖“四二二事变”的疯狂
屠杀中，抓捕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达
2000余人，令其中500余人含恨倒在
了血泊之中。趁着夜黑雨急，革命先
驱王文明带领部队强渡丹村渡口，在
现琼海市椰子寨村打响了全琼武装总
暴动的第一枪！

“看到这里，我们一家的心都揪
起来了。”看了《天涯浴血》第一集，海
口市民文星直呼“看不过瘾”，还要守
着电视机等待后两集的播出，“短短
几十分钟就从‘四二二事变’讲到椰
子寨战役，但重要的史实都没有错

过。很少有电视剧节奏那么快，环环
相扣、紧张刺激，把观众的情绪也带
动起来了。”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林光强准时
在电视机前收看了《天涯浴血》。他
认为，海南岛的革命斗争史是中国革
命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一定
的独特性和鲜明的地域特点。在建
党95周年前夕播出，《天涯浴血》可
以说是海南宣传文化战线为建党95
周年和海南解放66周年献上的一份
充满诚意的大礼，有助于将琼崖共产
党人身上蕴藏的强大正能量进行广

泛传播。
他还提到，在此之前，海南影视机

构主导摄制的影视作品已经多年没有
登陆央视一套，《天涯浴血》此次亮相
也意味着海南影视剧作水平在这两年
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不容易啊，这么多年，终于有一
部高质量的影视作品把琼崖革命武装
斗争历史完整地表现出来。我们这些
研究海南党史的人，心里高兴啊！”第
一集刚刚播放结束，作为本片顾问的
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邢诒
孔就向记者表示，《天涯浴血》制作精

良，称得上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海南打造
的又一部文艺精品。

他认为，该剧在编剧和拍摄过程
中尊重史实、追求艺术，能在央视一套
播出是中央对琼崖革命武装斗争成果
的再次肯定，也是人们对琼崖革命先
辈最好的纪念和缅怀，“《天涯浴血》的
播出，将鼓舞海南人民继承和弘扬琼
崖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推进海南国际
旅游岛建设而努力奋斗！”

（本报北京6月20日电）

《天涯浴血》央视一套首播引观众热议：

一部革命史诗 一份厚重献礼
一版延伸

瞰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