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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语

本报讯（记者张谯星 通讯员段
小申 谢海波）省委近日出台了《中共
海南省委关于建立市县党委巡察制
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通
过健全巡察制度，推动巡视向纵深发
展，构建巡视巡察监督新格局，将党
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结合中央要求和我省巡察工作
实际，《意见》明确了建立市县党委巡
察制度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和工作

原则，对市县党委实施巡察工作进行
了规范。《意见》共7个部分19条，对
巡察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对象范围和
主要任务、工作方式和程序、相关机
制等进行了明确。

《意见》结合海南基层实际，聚焦全
面从严治党，紧扣“六大纪律”，紧盯党
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
治党不力三大问题，要求市县巡察组
要始终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紧贴基层

实际，把巡察对象遵守和执行党章党
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
督责任、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的情况摆在突出位置，把发现侵害
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
重中之重。《意见》列出了违反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存在违背党的理论路
线方针政策的言行等巡察组应当着力
发现的9个方面问题。 下转A03版▶

(相关报道见A10版)

省委出台意见

建立市县党委巡察制度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彭
青林）今天下午，省长刘赐贵主持召
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整合设立
海南省支持金融服务业发展专项资
金等事宜，决定出台实施《海南省支
持金融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
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进
一步统筹财政资金扶持包括金融保
险业在内的十二个重点产业。

会议指出，我省2010年、2011
年相继设立金融发展专项资金、资
本市场发展专项资金以来，累计发

放奖励资金2.54亿元，撬动激活了
更多的金融资源支持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全省金融业增加值持续增长，
在地方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上升；金
融组织体系逐步完善，一大批金融
保险机构进驻或成立；信贷投放逐
年递增；直接融资明显改善；保险保
障水平不断提升，在抗击超强台风

“威马逊”等特大自然灾害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在原有两个专项资金的
基础上，整合设立省支持金融服务
业发展专项资金，专门支持激励金

融服务业发展，是加快海南金融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十二个重
点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与之相应的，《暂行办法》也在
原有两个专项资金的管理暂行办法
的基础上，对相应的管理制度进行
了整合，共计29项条款，进一步突
出对资本市场发展的支持、对金融
创新的奖励、对金融机构和金融监
管部门的奖励、对推进金融改革的
市县政府的补贴。会议审议并原则
通过了《暂行办法》，要求在整合设

立专项资金的同时继续强化对资金
的管理和规范。

会议强调，专项资金的使用一
定要依法公正、公开透明，将受到奖
励补助的单位、企业和个人在媒体
上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的监督，确
保让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对促进产
业发展“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

副省长王路、何西庆，省政府秘书长
陆志远出席会议。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

研究支持金融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梁振君

崭新的桌椅，耀眼的标志，现已
完成装修的海南酷秀集团儋州公司，
7月初将入驻儋州互联网产业城。

集电子商务、网络科技等为一体
的酷秀集团，缘何情定儋州？6月27
日，酷秀集团总裁王海峰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儋州升格为地级市后，正在
进行大的布局，抢滩新兴产业，这里
商机多多。”

这样的商机，为众多互联网企

业把握。据儋州工信局统计，目前
已有123家互联网企业在该市注册
登记。

互联网产业城是儋州新兴产业
的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让人领
略到了以创业创新激发出千年古郡
的潜力与活力。

抢滩新兴产业

儋州，曾被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感
喟为“垂老投荒”，如今抖落千年历史

的尘埃，成为互联网“大咖”荟萃之地。
2015年，国内最大IT企业之一

东华软件捷足先登，将其海南公司总
部设在儋州，率先入驻儋州互联网产
业城。

海南东华软件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靳沛说，东华软件儋州项目总投资
10亿元，拓展教育产品研发、智慧城
市产品研发、高端网络设备生产等业
务。2015年 8月入驻儋州以来，公
司销售额逾亿元。

东华软件在儋州崭露头角，“启

迪之星”也在此冉冉升起。
在儋州注册的启迪之星创业孵

化器项目，对引进企业从资金、技术
等方面给予扶持和孵化，而海南启迪
科技城已选址儋州市滨海新区，是清
华大学在华南地区科技成果转化的
重要平台。

今年4月，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与儋州市政府在北京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设立儋州启迪科技文化产
业基金，总规模100亿元。儋州市
委书记严朝君形象地说，这是“科技

与生态的‘联姻’。”

催生系列商圈

儋州互联网产业城坐落于那大
城区鼎尚时代广场。海南鼎尚置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桂金德记得，当年建
鼎尚时代广场时，这里荒芜沉寂，尽
管也有其他地区伸来橄榄枝，但他仍
然将10亿元真金白银投在儋州。“我
从安徽来儋州5年了，对投资环境很
满意。” 下转A07版▶

以改善环境、优化服务、构建新机制蓄积发展力量，儋州抢滩新兴产业

创业创新激活千年古郡 新华社天津7月4日电 2016年7月4日，天津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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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长令计划受贿、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滥用职权案进
行了一审宣判，认定令计划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
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滥用职
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令计划当
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鉴于令计划案的犯罪事实、证据涉及国家秘密，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7日依法
对该案进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开庭审理过程中，
法庭围绕起诉指控的事实进行调查，控辩双方进行
举证、质证，并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法庭辩论阶
段，控辩双方就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法律适用、量
刑等问题充分发表了意见。 下转A03版▶

令计划一审
被判处无期徒刑

本报北京7月4日电（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陈卓斌）28集大型史诗
电视连续剧《天涯浴血》在央视一套
及省内多个频道播出以来备受各界
关注。今天下午，该剧作品研讨会
在北京举行，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中国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文
艺评论家协会等单位领导和专家围
绕此剧展开了充分探讨。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视协主
席赵化勇，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许俊出席研讨会。

会上，与会专家针对《天涯浴
血》编、导、演等有关方面展开了热
烈讨论，中国文联原副主席、重大革
命和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副
组长李准等专家学者普遍认为，该
剧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创
作的一次积极探索，丰富和拓展了
该类题材影视作品的表现形式，是
一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
优秀作品。该剧的拍摄与播出，对
歌颂琼崖人民革命武装的丰功伟
绩，弘扬共产党人践行理想信念的
大无畏革命精神，团结和激励各族

人民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
奋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
意义。

赵化勇在研讨中说，重大革命
历史题材电视剧不好拍，拍好则更
为不易。但从与会专家的发言来
看，《天涯浴血》这部电视剧是非常
成功的。它的成功离不开海南省
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离不开主创
人员的倾力创作，也离不开各大媒
体的鼎力支持，是集体智慧和力量
的结晶。他期盼着，海南文艺工作
者能够在短时间内创作出更多更好

的影视作品。
受省委书记罗保铭委托，许俊

代表省委向有关单位及人员对该剧
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认
为，《天涯浴血》是首部全景式反映
琼崖革命斗争史的影视剧，仿如一
本教科书，对广大共产党人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具有强大的激励作
用。他在会上发出邀请，希望大家
常来海南深呼吸、旅游度假，分享经
过“23年武装斗争红旗不倒”洗礼的
国际旅游岛的发展成果。

(相关报道见A02、A04版)

《天涯浴血》作品研讨会在京召开
与会专家认为，这是一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优秀作品

■ 方桂琴

琼崖革命，百折不挠；天涯浴血，
史照丹心。《天涯浴血》在荧屏持续热
播，琼崖革命 23 年红旗不倒的形象，
得以传遍千家万户，海南人民浴血奋
斗的革命精神，也由此深入人心。

回望一幕幕血雨腥风的历史，海
南人民的满腔热血总叫人壮怀不已；
追忆一次次震撼人心的瞬间，琼崖儿
女的革命情怀总让人热血沸腾。

明镜照形，鉴古知今。踔厉奋发，
有此成功；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才能
让革命先烈死得其所，让英雄儿女倍
感慰藉。不忘初心，需要我们扛起开
拓者肩负的责任，矢志奋斗，让革命精
神在新时代熠熠生辉；不忘初心，需要
我们沿着先烈前行的步伐，继往开来，
让光荣梦想变成璀璨现实；不忘初心，
更需要我们牢记历史庄严使命，赤诚
奉献，以优异成绩回应人民期待。

不忘初心
继续奋勇前行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李
煜）今天上午，省政协“加快发展我省医疗健康产业”
调研成果专题协商会在海口召开。省政协主席于迅
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李军出席会议。

医疗健康产业是海南“十三五”重点发展产业之
一，省政协将“加快发展我省医疗健康产业”列为
2016年度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协商重点议题。今
年4月以来，省政协组织部分省政协委员、专家学者
和有关部门负责人深入海口、琼海、澄迈、三亚等市
县听取一线单位意见，调研了解第一手情况。期间，
调研组还前往上海、天津等地考察调研，学习吸收先
进地区发展健康服务业的好做法、好经验。

协商会上，与会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们展开深
入探讨，从海南医疗健康产业的基础优势、产业定
位、规划布局、发展模式、大数据应用等方面提出意
见建议。 下转A02版▶

(相关报道见A05版)

省政协召开加快发展
我省医疗健康产业
调研成果专题协商会
于迅主持 李军出席

博鳌乐城先行区
引来200亿元投资

本报讯 （记者杨艺华 马珂）记
者近日获悉，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正在通过政策优势，将医疗机
构与社会资本相结合，将医疗旅游与
健康产业相结合，用3到5年的时间，
把先行区建成国际医疗旅游目的地和
医疗高端人才聚集区。据悉，目前已
有20个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协
议投资近200亿元。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计
思佳 单憬岗）上半年超额完成全年
任务，拆违量、控违量均列全省第
一，这是海口上半年依法整治违建
交出的成绩单。成绩单背后是海口
有关部门的依法依规依程序，是党
员干部的带头拆，是疏堵结合的深
思熟虑，是为经济建设、民生发展腾
出的更多空间。

以法规护航，是海口整治违建
的坚定思路。海口城管系统人手一
本《海口市整治违法建筑文件汇编》，
其中各种法规、办法共有20部。

“执法人员走到哪《文件汇编》
带到哪，拆违前先拿出来向人解
释。”美兰区城管局副局长吕志说，
必须用法治思维依法整治违建，
摆事实、讲道理、说法律，让被拆
对象感受到公平公正。灵山镇儒
翠村附近有家正在施工的楼盘，开
发商在附近租了3亩耕地建工棚。
他们多次找到开发商宣讲法规，告
诉对方虽是临时建筑，占用耕地也
是违法。 下转A02版▶

上半年拆违220万平方米，超额完成全年任务

海口：依法整治违建 腾出发展空间

地税工作人员上班时间看电影、
不按时上班被曝光

省地税局严肃处理
涉事责任人

A07

在一揽子有效举措推动下，海口整治违建工作取得了好成绩：截至6月30日，全市共拆除违建220.8万平方
米，超出年度任务10%。 （资料图）

温馨提示
尊敬的增值税纳税人：

为了给您提供优质的办税服务，现

将7月增值税申报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7月份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延

长至7月20日，请您在规定的时限内

及时申报，特别是需到办税服务厅上

门申报的纳税人，请您合理安排好申

报时间，及早申报，以避免拥堵。

二、为方便广大纳税人，我局提

供了免费、安全、便捷的营改增试点

纳税人网上申报系统供大家使用，

2016年 5月1日新纳入营改增试点

范围的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

活服务业的纳税人（不含2016年5月

1日前国税机关管辖的纳税人）、2016

年 5月 1日后办理设立登记的纳税

人、2016年1月1日以来连续三个月

零申报的纳税人均可以选择使用此

系统，实现足不出户完成网上申报，

欢迎符合条件的纳税人积极选用。

三、未尽事宜，您可登录海南省

国家税务局门户网站（http://www.

hitax.gov.cn）了解，也可拨打12366

纳税服务热线或到主管税务机关咨询！

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
2016年7月1日

检方依法抗诉使贩毒案被告人
由无罪改判死缓

新线索逆转
巨额贩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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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
权益不受非法裁决影响

2016年党风政风行风建设社会
评价公开评价四、五期将开播

“承诺与兑现”欢迎您
提供问题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