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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至2015年，我省顺利实施
了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规划，法治
宣传教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公民的
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明显增强，社会治
理法治化管理水平明显提高，法治宣传
教育在推进平安海南、法治海南、和谐
海南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进
一步推动全体公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树立法治意识，形成崇尚法治的社会氛
围，结合实施海南“十三五”规划，从
2016年至2020年，我省全面实施法治
宣传教育第七个五年规划。根据《全国
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七个五年法治
宣传教育的决议》精神，结合我省实际，
特作决议如下：

一、深入学习宣传宪法和国家基本
法律。坚持把学习宣传宪法摆在首要位
置，在全社会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
法治理念。要进一步普及宪法知识，实
行宪法宣誓制度，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
法权威。组织开展“12·4”国家宪法日和
法治宣传月主题活动。坚持把深入宣传

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
法、社会法、刑法、国家安全法、诉讼与非
诉讼程序法等法律法规的基本知识，作
为法治宣传教育基本任务，认真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加
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弘扬法
治精神、培育法治信仰。深入宣传与海
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我
省相关地方性法规规章，进一步推进海
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

二、坚持全民教育与重点教育相结
合。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都要
接受法治宣传教育。坚持把全民普法
和守法作为依法治省的长期基础性工
作，创新法治宣传教育的方式，以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导公民努力学法、自
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要
切实加强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完善
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把法治教
育纳入干部培训总体规划，把依法办事
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的重要标
准，把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作为考核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切实加

强青少年法治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全面落实青少年法治教育
大纲，设立法治知识课程，加强法治教
育实践基地建设，保证在校学生都能接
受基本法治知识教育。切实加强农村
和少数民族地区法治宣传教育，重点抓
好农村党员干部，特别是“两委”干部的
学法用法工作，结合村（居）民委员会换
届选举，对新任“两委”干部进行法治知
识培训，提高农村干部的法治素质和依
法办事、依法治理的能力。

三、深入开展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
理。全面落实《中共海南省委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坚持法治教
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将法治宣传教育
融入我省立法、行政、执法、司法、法律服
务的活动中，将法治实践的过程转化为
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培育全民法治理念
的过程。要围绕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中
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专项治理活动，促
进海南各项事业规范有序发展。深入开
展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民主法治

示范村（社区）等创建活动，进一步推进
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四、坚持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
合。充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大力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法治的道
德底蕴，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
和德治相得益彰。要切实加强公民道德
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完善守法诚信褒
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引导
公民讲文明、崇道德、守诚信，建立健全
公民和组织的守法信用记录，为全面推
进依法治省营造良好人文环境。坚持全
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把法治
文化建设纳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繁荣法治文化创作，陶冶人民群众的法
治与道德情操，用法治文化引导公民的
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五、坚持法治宣传教育创新。积极
创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理念，结合本地
区、本部门的特点和需要，不断探索法治
宣传教育模式，切实提高法治宣传教育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力戒形式主义。根
据不同地区、不同群体，运用典型案例，

有针对性地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要加强
互联网、新媒体、新技术在法治宣传教育
中的运用，充分利用微信、微博、微电影、
客户端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利用公
共活动场所电子显示屏、服务窗口触摸
屏、公交移动电视屏、手机短信、电视和
报刊公益广告等传播法治知识。充分发
挥法治宣传教育讲师团和志愿者的作
用，深入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
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活动，进一步
强化农村、社区、学校、企业等基层单位
载体阵地建设。

六、坚持实行普法责任制。国家机
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
织都负有履行法治宣传教育的职责。
要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
府实施、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积极参
与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制机制。要
贯彻实施《海南省法制宣传教育条
例》，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全
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
制，建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
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健全法治宣传

教育责任清单制度，落实好各部门行
业及社会单位的法治宣传教育责任。
健全媒体公益法治宣传教育制度，落
实大众传媒和新媒体的法治宣传教育
责任，推动媒体公益法治宣传教育“软
任务”向“硬指标”转变。

七、强化法治宣传教育的组织实
施和监督检查。各级人民政府要认真
组织实施“七五”普法规划，建立健全
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保障机制和表彰激
励机制，开展好“七五”普法中期评估
和终期总结验收工作，并向同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七五”普法
规划贯彻实施情况。各级法治宣传教
育领导机构要加强对法治宣传教育工
作的协调、指导、监督和检查。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运用执法检
查、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代表视
察、专题调研和专题询问等形式，加强
对《海南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和“七
五”普法规划贯彻实施情况的监督检
查，推动法治宣传教育的深入开展，保
证本决议的贯彻落实。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七五”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
（2016年9月28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海南大学是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也是海南省公共

管理硕士（MPA）重点培养单位。根据招生计划，2017年我校拟招

收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150名，其中非全日制110

名，全日制40名。专业代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网上报名：2016年10月10日-31日每天9:

00-22:00。报名网址:http://yz.chsi.com.cn 或 http://yz.chsi.

cn 2.现场确认时间地点、打印准考证日期：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3.

考试时间：2016年12月24-25日。

初试科目与复试科目：初试：1.英语二 2.管理类联考综合；复试：

思想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网址http://www.

hainu.edu.cn/mpa 邮箱E-mail: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栋A110室

2017年海南大学公共管理硕士
(MPA)招生简章

一、相关时间
1、征集时间：2016年10月1日-2016年11月20日
2、作品投票及评选：2016年11月21日-2016年12月21日
3、作品展示及颁奖：2016年12月22日-2016年12月31日。
二、投稿方式
1、请将作品发送到hnsalt@qq.com，标题栏注明投稿内容，邮件中

留下作者姓名和电话。2、海南省海口市高新区狮子岭工业园光伏南路4
号103室，联系人：陈先生 13976614028、66259964。

三、奖励标准
被选中的作品将予以奖励，使用权归海南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1、公司核心宣传语：入选作品1名奖励3000元，入围作品5名，奖励

1000元/人。
2、产品核心宣传语：入选作品1名奖励3000元，入围作品5名，奖励

1000元/人。
3、吉祥物：入选作品1名奖励5000元，入围作品5名，奖励1000元/人。
4、产品商标设计及系列包装设计：入选作品1名奖励5000元，入围

作品5名，奖励1000元/人。
四、其它相关事宜 请登录：海南盐业（http://www.hnsalt.org.

cn）和南海网（http://www.hinews.cn）进行投稿及投票。

海南盐业集团公司
企业核心宣传语、产品核心宣传语、吉祥物、商标设计及系列包装设计征集

海南天都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92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文昌
市清澜开发区中心区 345.29m2的土地使用权[证号：文国用（2003）
W0302004号]，参考价：112.5206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现将第
二次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10月28日10:00；2、拍
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3、
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10月27日
17:00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以2016年10月26日17:00前到账为
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09454890000268；6、缴款
用途处须填明：（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92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
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
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构：海南天都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龙昆南
路136号禧龙国际大厦7楼（海南省政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2号窗口）。电话：0898-31351111、65303602 13976607529。法院
拍卖监督电话：0898- 66721690 http://www.ggzy.hi.gov.cn
ttp://www.hnlmmarket.com /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等级征询异议公告
海土资琼山字[2016]273号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决
定》，现将我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请的审核情况予以
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他项权利有异议
者，请于自公告见报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
市国土资源局琼山分局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
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联系电话：65809392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8月11日

孙月娥
海口市房权
证海房字第
HK071759号

产权
申请人

申请
依据

申请土
地面积

土地
座落

海口市琼山区
滨江街道办
琼州大道5号

土地权
属证件

海口市国用
（2014）字第
009973号

明珠
大厦

12.1
平方米

项目
名称

原土地
使用者

海口琼山
外经贸易
总公司

海口琼山
外经贸易
总公司

明珠
大厦

海口市国用
（2014）字第
009973号

海口市琼山区
滨江街道办
琼州大道5号

11.6
平方米

海口市房权
证海房字第
HK071828号

孙月娥

开展“敬老月”活动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郭萃）今天，海
口市老龄办等部门举行了海口市第二届“敬老
文明号”模范单位表彰活动，海口市120急救中
心等7家单位被授予“敬老文明号”称号。同时
记者获悉，海口市决定从10月1日至10月31
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敬老月”活动。

据悉，今年“敬老月”的主题为“敬老爱老，
全民行动”，活动期间，将组织动员志愿者走进城
乡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老年人家庭，开展家政、
照料、护理、信息咨询、心理疏导等志愿服务活
动；动员志愿者与贫困、高龄、失能老人结成帮扶
对子，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活动。

海
口

千叟宴敬老人

本报文城10月9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
员王先伟）今天上午，千余名老人齐聚文昌市东
阁镇红旗村，用一场“千叟宴”庆祝重阳这一传
统佳节，并表彰了文昌市的20个孝善家庭。千
叟宴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届，业已成为文昌市尊
老的一个品牌活动。

文
昌

长寿之乡老人乐

本报金江10月9日电（记者李
佳飞 通讯员宋祥达）今天，在长寿之
乡澄迈县，县养老服务中心、老城镇罗
驿古村等长寿老人聚集的地方，处处
欢歌笑语，来自澄迈县党政机关单位
和社会各界的爱心志愿者们，为老人
们载歌载舞，送去关爱。

载歌载舞贺节日

本报五指山10月9日电（见习
记者贾磊 通讯员王国军）今天上午，
五指山市庆祝2016年“老年节”文艺
演出在该市三月三广场举行。一个半
小时的演出精彩纷呈，以老年人自编
自演的节目为主，载歌载舞庆祝自己
的节日。

举办体育联欢活动
庆重阳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

生陈卓斌）今天，由海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
的海南省“全民健身”系列活动老年人体育联欢
在海口拉开了序幕。老年人们通过编演13个
文体节目,载歌载舞欢庆节日。

上午9时许，这场别开生面的大联欢在热
闹的鼓声中拉开了序幕，18位精神矍铄的老年
表演者或挥动鼓棒、或敲击铜镲，踏着音乐节点
十分欢快地起舞。随后，《我和我的祖国》《红色
娘子军》《三角梅之歌》等节目更是点燃了现场
氛围，吸引了不少群众围观。据悉，除承办该联
欢活动的健身球工委外，省老体协还安排了其
他工委到各市县组织联欢。

省
老
体
协

“欢乐会”上度佳节

本报嘉积 10月 9日电 （见习记者邓钰
通讯员冯玉）今天上午，琼海市嘉积镇在龙寿
洋大舞台举办2016年“九九重阳欢乐会”。嘉
积敬老院60位老人一同欢庆佳节，为他们送
上了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在现场，精彩的歌舞节目一一上演，活动
中两名百岁老人现场切长寿蛋糕。老人们一
同赏节目、品咖啡、吃蛋糕，其乐融融。据了
解，嘉积镇“九九重阳欢乐会”已经连续举办了
五年，以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为宗旨，使
孝老爱老、敬老助老蔚然成风。

琼
海

五
指
山

借重阳节
推节后错峰游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许
春媚）今天是重阳节，记者了解到，海
口不少涉旅企业搭着节日的平台推出
了优惠活动，为老年游客送上关爱，助
推节后错峰游。据了解，这些优惠活
动受到了老年游客的青睐。

居家养老服务遍布社区 公办民营提升敬老水平

我省提升养老服务让“夕阳”更红
■ 本报记者 刘操 通讯员 王剑

每天早晨，海口市龙华区海垦街
道滨廉社区的老人们会来到崭新的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开始他们一天的快乐
时光。在阅览室读读书，在棋牌室打打
扑克牌……午饭时间，照料中心的社工
还会给老人们供应丰盛的午餐。

截至目前，我省共有129.46万名
本地户籍老人，外地老人约80万左
右。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我省积极发
展养老服务业，提高养老机构保障能
力，力争让老年人的老年生活更安心
舒适。

18市县主城区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
每天，在海口市社区居家养老呼

叫求助服务信息中心内，工作人员都
会忙碌地接听着寻求养老服务老人
的电话。工作人员介绍，中心为全市
老年人提供24小时全面完整的居家
养老数据化档案管理、紧急救助，形
成20分钟—30分钟“随叫随到”的居
家养老服务圈。

目前，我省已实现18个市县（不
含三沙市）居家养老服务主城区全覆
盖。据省老龄办统计，截至2016年6

月底，全省各市县有450个城市社区
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占全省城市社区
总数83%。海南社区居家养老网络
服务平台已在各市县签约了400余家
连锁加盟服务商，为近50万老年人提
供居家养老服务和互助服务。

引入社会力量
为特困老人提供服务

在屯昌养老服务中心内，80名特
困供养老人迎来了“饭点”。老人们
端着饭菜坐在中心大厅的长椅上，一
边吃饭一边欣赏电视上播放的琼剧。

这是屯昌县首次引入养老企业
负责管理特困供养老人。省老龄办
负责人介绍，屯昌县养老服务中心引
入社会力量对入住的特困供养人员
进行社会化管理，通过市场的方式提
升了服务水平，满足了特困供养人员
更加多元的需求，管理服务不到位问
题得到了较好解决。

省老龄办负责人介绍，目前，海
口市遵谭镇敬老院、甲子镇敬老院等
14所敬老院实行了公办民营运行管
理模式，集中供养农村五保从原来的
300多人增加到660人，占全省集中
供养对象的27%。

促进养老服务业
多元化发展

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我省将制
定和出台更多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
的政策措施，大力推进养老服务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鼓励社会力量兴办
更多的养老服务机构，促进养老服务
业多元化发展。

同时，建立健全养老机构工作人
员培训制度，力争到2018年，全省各
类养老服务机构的养老护理人员全
部通过职业技能培训。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

■ 本报记者 刘操

上午练瑜伽、下午练琴、生活的每
个角落都是鸟语花香、笑脸相迎。今
天，在海口养老机构恭和苑，76岁的
杭州老人胡蓉如度过了自己在海口的
第一个重阳节，幸福的笑容洋溢在她
的脸上，“海南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选
择在这里的养老院安度晚年非常好。”

像胡蓉如一样，越来越多的外地
老人认为，海南优越的环境气候适合

他们一年四季都在这里安度晚年。
82岁高龄的崔国奇、魏兰君夫

妇都是哈尔滨人，2年多前，他们来到
海口恭和苑生活，期间从未离开。虽
然在北方生活多年，但两位老人对海
口的气候适应得很快。“很多人以为
海南的夏天太热，但我们来了以后感
觉完全可以适应。海南有海风调节
温度，夏天也很舒服。这里真是一年
四季都适合养老！”

在海口恭和苑院长江淑美看来，

海南得天独厚充沛的阳光、纯净的空
气更是吸引老年人来过冬的优势。“很
多外地老年人喜欢全年都居住在海南
养老，室外空气新鲜很舒服，室内空调
可以调至适合老人活动的温度，老人
们一年四季在这里都感觉到舒服。”

不仅仅气候优势明显，我省一批
高端养老服务机构陆续落户也成为
海南吸引外地老人的另一因素。省
老龄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各
部门积极落实支持社会力量兴办非

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若干政策，引导
社会力量举办养老服务机构，“十二
五”期间共建设民办养老机构36家，
一批又一批老年客人在海南体验到
了高品质服务。

“随着海南软性服务等方面的提
升，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来
海南的养老服务机构安享晚年，找到
属于他们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江
淑美对自己的事业信心满满。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

外地老人大赞海南养老：

这里是享受幸福晚年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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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爱老
度重阳

10月9日，“梵天净土 寿比南
山——中国三亚2016南山长寿文
化节”在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举
办。获评“海南十佳健康长寿老人”
“寿公寿婆”的长寿老人们齐聚南
山，共度重阳互送祝福，和大家分享
长寿“秘诀”。图为太极拳爱好者在
文化节上表演太极拳。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