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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县选举
委员会公告

第1号

根据2016年7月29日

澄迈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决定，2016 年 9 月

27日（农历八月廿七日星期

二）为澄迈县县镇两级人大

代表选举日。

特此公告

澄迈县选举委员会

2016年8月16日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防
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通知指出，《意见》贯彻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要求，对
切实防止干部“带病提拔”作出具体
规定，是做好新时期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的重要遵循。《意见》的制定实施，

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完
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机制，把好选人
用人关，大力培养、大胆使用忠诚干
净担当、谋改革促发展实绩突出的干
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知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
把防止干部“带病提拔”作为全面从
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重要内容，

体现到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过程，
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坚持原则，敢于
负责。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少
数”，坚持人选标准，严格履行程序，
切实做好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选
拔任用工作。要坚持事业为上、公
道正派，保护作风过硬、敢作敢为、
锐意进取的干部。要加强督促检
查，对贯彻《意见》不力的，严肃问责
追责。 （更多内容见B01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

切实防止干部“带病提拔”

品味中秋 美食海南

海南美食文化节
即将在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记者郭萃）
相约海口，品味美食。9月9日至11日，
由省商务厅、省食药监局支持，海南日报
报业集团主办的2016海南美食文化节
将在海口名门广场举行。本届美食节以

“品味中秋 美食海南”为主题，将举办美
食文化节开幕式、美食博览会、中秋月饼
展销会、美食评选活动、海南美食文化发
展研讨会等活动。其中，美食博览会设
置市县美食展馆区、美食企业展区、小吃
特产展区等展区，“中秋月饼展销会”展
示展销海南各地知名月饼。

据悉，为扩大活动的影响力，提高公
众参与度和参展商的积极性，活动组委会
邀请餐饮、食品企业参与承办，欢迎名厨
展示技艺，组织现场观众参与互动活动，
挖掘海南美食资源，传承海南美食文化，
进一步丰富海南国际旅游岛旅游元素。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记者周
元 陈蔚林）开学季即将到来，今天
上午，省委书记罗保铭在海口会见
了天津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夏静波
一行，并亲切接见天津科技大学海
南少数民族特招班新老学生代表。

在简要盘点了天津方面长期以
来给予海南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
的关心和鼎力支持后，罗保铭代表
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对天
津市委、市政府及天津科技大学表
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天津科技大
学海南少数民族特招班项目至今已
实施11个年头，共招收325名海南

黎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学生。自项
目启动以来，得到天津方面的高度
重视和特殊关爱，特招班学生享受
降分录取、百分之百就读学校优势
特色专业等优惠政策。优质的大学
教育让孩子们增长了学识、开阔了
眼界，一批又一批特招班学子学成
归来建设海南家乡。

罗保铭说，近年来海南坚持教育
优先发展，通过引进培养人才、名校
合作办学等不断提高教育水平，特招
班生源质量也大大提升。但海南教
育基础依然薄弱，民族地区的教育更
是薄弱中的短板。海南要实现长远

可持续健康发展、绿色发展，最根本
的就是要抓好教育，通过教育提高人
口素质、为海南改革发展建设提供源
源不断的人才。相信这个项目坚持
下去、久久为功，必将助推海南民族
地区、民族工作、民族事业长远发
展。希望天津科技大学结合海南特色
和需求，进一步优化调整招生专业，加
大海洋科学、公共管理、环境科学等学
科招生指标，同时也希望特招班学生
刻苦学习、报效家乡、感恩母校。

夏静波感谢海南省委、省政府一
直以来对教育事业以及天津科技大学
特招班项目的高度重视和强力推动。

他表示，天津科技大学将把海南少数
民族特招班项目作为学校人才培养特
色，进一步巩固基础、摸索经验、提升
内涵、扩大成果，把天津科大的海南学
生教育好、管理好、服务好，不辜负海
南省委、省政府和海南人民的期望。

在座的新老学生代表表达了对
省委、省政府和天津科大的感激之
情，表示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
会，不断提高自己，为家乡发展贡献
青春和智慧。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秀领，副
省长王路，省教育厅、省民宗委主要负
责人参加会见。(相关报道见A02版)

罗保铭会见天津科技大学客人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8月25日，昌江黎族自治县红林
农场红田学校。阳光穿过大榕树叶
的缝隙，透射下斑驳的光影，一幅温
暖画面正在这里徐徐展开。红林农
场退休职工陈省来、杨惠珠夫妇，正
在这里掀起一股爱的暖流。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陈省来、
杨惠珠夫妇将4.2万元助学金交到了
今年考上一本和二本的红田农场子
弟学生代表手中，黄位娇是其中之
一。今年考取一本院校的她，与其他
5名考取一本院校的大学新生，各获
得了陈省来夫妇颁发的5000元助学

金，另外4名考取二本院校的新生也
分别获得3000元的资助。

这是陈省来夫妇连续第12个年
头捐资助学。2004年迄今，陈省来
夫妇累计捐资47万元！

“我自己没读过什么书，肚子里
也没多少文化，一直希望咱们的后代
能用知识改变命运、报效国家。”陈省
来说，“所以我和老伴决定把退休金
全部捐给学校，希望红田的学生好好
学习，好好做事，好好做人。”

总有一种精神让人感动，总有
一种力量催人奋进。“非常感谢阿公
阿婆的爱心资助，我会用我这颗感
恩的心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接力传递阿公阿婆这种正能量！”黄
位娇说。

“这辈子所有的退休金都捐
给红林农场红田学校的贫困孩子”

年逾七旬的陈省来，早期的生活
过得十分清苦。

1970年，26岁的陈省来退伍，
这名服役6年的老兵带着妻子杨惠
珠从广东揭阳来到红林农场落户，
双双成为农场职工。彼时的红林农
场，职工群众大多住在茅草房里，通
往各连队的道路都是泥土路，一到
下雨天便泥泞不堪，生产生活条件
十分艰苦。

“我没读过几年书，在农场主要
工作是放牛，而且一放就是七八年。”
陈省来毫不避讳自己早期的经历。

尽管放牛占据了他的大量时间，
但头脑灵活的陈省来闲暇之余时常
踩着单车前往县城石碌镇拿货，而后
拉到农场放在爱人的杂货店卖，以补
贴家用。

1984年，受改革开放大潮影响，
陈省来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下海”
做生意。

“那时候农场生产生活条件很
差，为改善生活，老陈很拼，卖过糖果
和方便面等杂货，还帮别人录过录音
带，一块钱一盒，有时候甚至累到直

接躺在市场里睡，钱赚得不容易啊！”
红林农场退休职工赵松林与陈省来
共事十几年，忆起陈省来的早期奋斗
经历，仍觉得心疼。

4年后，陈省来让妻子也办理停
薪留职手续，夫妻俩一齐努力，从流
动商贩做到批发商，生意很红火。
2004年，夫妻俩同时到了退休年龄，
办理了退休手续。

退休后的陈省来，携妻带女回到
红林农场看望老同事时，发现农场依
然贫困落后，对农场怀有着很深感情
的他，决心要为场里做些什么。

“我和爱人的退休金加起来每月
2000多元， 下转A02版▶

昌江红林农场退休职工陈省来夫妇连续12年捐出退休金助学，累计捐资47万元

比那金钱更贵重的是爱心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记者尤
梦瑜）今天下午，全省文物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在海口召开，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对文物工作的重
要指示、批示，回顾总结了“十二五”
时期我省的文物工作，并对今后五年
的相关工作进行了研究部署。

会议传达了省委书记罗保铭、
省长刘赐贵对全省文物工作作出的
批示。

罗保铭在批示中指出：文化是
海南国际旅游岛的灵魂，文物是见
证海南历史的重要文化。海南各类
文物和“准文物”，都是老祖宗留下
来的宝贵财富，在今天应当成为滋
养海南人民的文化符号和优质旅游
资源。各级党委政府和文物保护部
门要坚决贯彻习总书记“保护文物
也是政绩”的要求，切实增强责任
感、紧迫感，要像保护海南的生态环

境一样保护海南的文物。加强基础
工作，重视文物普查，摸清家底，分
门别类做好文物保护规划。落实具
体责任，舍得投入资金，积极抢救和
保护南海水下文物、革命旧址、传统
古村落、民俗老宅、黎族船形屋、南
洋骑楼等海南特色文物资源，该立
法的立法，该立规的立规，该抢救的
抢救，该投入的投入，深入挖掘文
物、“准文物”的市场价值，坚持合理

适度利用，推动文物保护与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融合发展。对文保工
作者特别是一线人员要多关心、帮
助解决实际困难，广大文保工作者
要用科学态度、实干精神，守土尽
责、不辱使命！

刘赐贵在批示中指出：文物是
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凝聚着深厚
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沉淀，做好文物
保护工作十分重要。下转A02版▶

全省文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强调——

要像保护海南的生态环境一样保护文物
罗保铭刘赐贵作出批示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周元
通讯员 林琛 实习生 陈卓斌

“就要上大学了，激动得好几天
睡不好觉！”只言片语，饱含着一个黎
族女孩对广阔天地的无限向往，
2016级天津科技大学海南少数民族

特招班新生陈心仪敞开心扉，“村里
人都说，这个项目是为了帮助少数民
族孩子走出大山设立的，嘱咐我一定
要学成归来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

陈心仪在今年高考中，取得了
627分的好成绩，超出本科第一批
录取分数线25分。与她一同被录

取的其他39名同学，分数也超过本
科第二批录取分数线34分以上。
这意味着，今年天津科技大学海南
少数民族特招班招生规模扩增10
人，生源质量却不降反升。

11年了，天津科技大学海南少
数民族特招班不断带给人们惊喜：截

至目前，该项目共招收了325名海南
少数民族学生。他们之中，获得“国
家励志奖学金”“优秀毕业生”“感动科
大十大学子”等荣誉称号的不胜枚举，
更有183人已经学成走出校门、走进
社会，从一个山区少年蜕变成为可堪
重用的栋梁之才。 下转A03版▶

携手天津科技大学11载结硕果
我省325名黎苗大学生求学成才

我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见义勇为工作

每年9月1日定为
全省见义勇为宣传日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记者金昌波）为倡导见
义勇为精神，弘扬社会正气，推动见义勇为深入开
展，近日，省委政法委、省综治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见义勇为工作的意见》，将每年9月
1日定为全省见义勇为宣传日，今年全省各地将开
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

《意见》要求，全省见义勇为宣传日期间，各地要
通过各种方式，在当地主要媒体、大型商场、乡镇（街
道）、社区（村居）集中宣传见义勇为各项政策法规，
重点宣传见义勇为认定条件、申报确认程序、表彰奖
励标准、保障帮扶措施等方面知识和规定，让群众充
分认识见义勇为的重要意义，充分感受党和政府对
见义勇为工作的重视和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关心，努
力营造人人知道见义勇为、人人敢于见义勇为的浓
厚社会氛围。

据了解，全省至今已涌现出399位省级以上见
义勇为人员。

我省安排专项资金支持低碳制造业发展

单个项目最高
可获500万元扶持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记者罗霞 实习生石一
涵 通讯员蔡胤彦）为加快推动低碳制造业发展，近
日，我省决定开展2016-2017年度海南省低碳制造
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安排专项资金支持
低碳制造业发展，扶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新产品新
技术研发等，单个项目最高可获500万元扶持。

根据省工信厅和省财政厅相关通知，2016-
2017年度海南省低碳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内
容包括：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新产品新技术研发；
质量品牌建设；产业规模化发展；高端人才奖励。

共产党员符灶儒：

心里装的是群众
血里流的是忠诚

新证据显示

古代火星
可能是个湿润世界

B04

■ 本报评论员

将退休金全部捐出助学，12年来
共资助贫困大学生47万元……陈省
来、杨惠珠两位老人以自己的爱心，
书写了一段新时代的助学佳话。他
们的高风亮节，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
人性的大爱之美；他们的无私大爱，
将成为引领社会道德风尚的强大精
神力量。

当今之世，富裕的人不少，炫富

之人也时有所见，但是像陈省来、杨
惠珠两位老人这样，将退休金全部捐
出助学，并且一捐就是 12 年的行为
却不多见。没有一份坚守的胸怀，没
有一种无私的大爱，这种行为是坚持
不来的。这种胸怀，来自于心中所含
的执着善念；这种大爱，来源于润物

无声的博爱之心。“怀有仁爱之心谓
之慈，广行济困之举谓之善”，两位老
人的仁爱济困之举，温暖了贫困学子
的心，也温暖了我们的心。在他们身
上，闪耀着大爱无疆的精神魅力，洋
溢着感动社会的道德力量。

两位老人坚持助学的无私精神，

既让我们感动，更值得我们弘扬。教
育是海南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基
石，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需
要和关键所在。因此，将爱心注入教
育事业，资助贫困优秀学子，既是扶
危济困、雪中送炭的善行，又是功在
当代、利在子孙的远见之举。两位老

人的助学善举，可谓意义深远。弘扬
这种精神，让助学之风吹得更猛一
些，是我们的责任。有人可能会说，
我也有心助学，但没有经济能力。其
实，热心助学，并不意味着要与捐赠
财物挂钩。从点滴做起，从举手之劳
开始奉献爱心， 下转A02版▶

无私助学显大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