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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况予以
公示。

公示期限：2016年10月24日至28日，共
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98）12380，65378954（传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

南广场1号楼308室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
（邮编：570203）。

举报网址：http：//12380.hainan.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16年10月22日

(拟任干部人选情况见A04版)

海南省拟任干部人选
公 告

还有 天8
距全省高污染排放
机动车禁行

海南首个全国大数据应用项目

全国
食品质量
一查就知道

■ 新华社记者 霍小光 吴晶
孙铁翔 黄小希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这是栉风沐雨的95年间，中国

共产党引领国家从危亡走向强盛的
时代启示。

这是迈向伟大复兴的征途中，中
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继续前进的铮铮
誓言。

这是永不停歇的赶考路上，中国
共产党用初心书写的崭新答卷。

历史在见证，人民在期待。
2016年10月24日至27日，党的十
八届六中全会将在北京召开。以习
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全面
从严治党作出全面系统战略部署，将

在党的建设光辉历程中，镌刻下时代
经纬，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
向更加广阔的新天地。

全面从严治党，提升
“四个全面”新高度

“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
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
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
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4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履新伊
始，面对中外记者斩钉截铁的宣示，
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的新征程。

“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2年前，在江苏考察时，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

在“从严治党”之前，加入“全面”
两字，展现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远
见卓识和使命担当。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向全党提出“全面从严治党”重大
命题，并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
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一起，形成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重大思想，拓开
了我们党治国理政全新视野，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新的时

代内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部署

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研究部署全
面依法治国，五中全会吹响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冲锋号。即将
召开的六中全会研究全面从严治党
重大问题，将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更加系统地提升到新的高度。

历史昭示出深刻道理：党和人民
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
推进到什么阶段。

自诞生之时起，中国共产党的发
展壮大始终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
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实践一再证明，
只有我们党自身建设好了，党所领导
的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面临的执
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
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
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
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
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解决管党治党
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
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

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指
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
抓好党的自身建设，确保党在世界
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
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
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
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
领导核心。” 下转A05版▶

书写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答卷
——写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

■ 本报评论员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脱
贫攻坚的成效如何，要看贫困群众
是否得到了实惠，生活是否得到了
改善，脱贫是否有了支撑。只有达
到了这些目标，贫困群众的满意度
才能提高，才能证明我们的工作真
正做到了实处，取得了实效。

脱贫攻坚要让贫困群众满意，
需要帮有成果，扶有实效。当前脱贫
攻坚工作的重点之一，是要着力解决
好贫困群众的“两不愁三保障”（不愁
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
疗和安全住房）问题。这是保障贫困

群众权益、提升贫困群众满意度的重
要工作，是帮有成果、扶有实效的重
要标准。试想一下，如果住的房子透
风漏雨，生了重病没有钱治疗，孩子
上不了学，这样的状况怎么能让贫困
群众满意？这样的状况又怎么能说
脱贫有了成效？所以，我们要切实把
这项工作抓好、抓细、抓实，让贫困群
众真正享受到扶贫的实惠。

脱贫攻坚要让贫困群众满意，需
要确保公平、保障公正。脱贫攻坚工
作中如果不能保证公平、公正，就难以
令困难群众信服，更奢谈满意。比
如，在安排扶贫物资和制定帮扶措施
的过程中，出现决策不公、分配不公

的情况，甚至出现优亲厚友、雁过拔
毛、鼠贪鲸吞的贪腐行为，从而侵犯
贫困群众的权益。要避免这些行为
出现，就要完善脱贫攻坚的监督检
查、监管问责等机制；统筹规划，避免
人为堆砌“盆景”“样板”，导致资金、资
源都往一处跑；同时，还要从以点带面
式扶贫向以面促点式扶贫转变，避免
不同村、户之间差距悬殊，保障权益分
配的公平、公正。

脱贫攻坚要让贫困群众满意，还
需要倾情投入、真情帮扶。如果扶贫
人员扶贫不进村，访贫不入户，脱贫
看数字，身上不出汗，鞋子不沾泥，在
工作中嫌麻烦、图省事、想轻松，把贫

困户只当成一个个冰冷的数字，这样
的工作怎能让贫困群众满意？所以，
脱贫攻坚不但要带着目标、任务、计
划，更要带着真情、真意、真心。只有
倾情投入、真情帮扶，才能换来群众
的真正欢迎、真正满意。

脱贫攻坚攸关民生，必须全力以
赴啃下硬骨头。从今年前9个月的
情况看，当前脱贫攻坚中仍然存在不
实、不准、不到位、不满意的问题。各
地、各部门要认真面对这些问题，化
问题为动力，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准
绳，以加快脱贫攻坚的实际行动落实
好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使广大
贫困群众早日致富奔小康。

以百姓满意度检验扶贫成效
——五论打好脱贫攻坚战

■ 本报记者 杜颖

“大家早上好，你们是想听我用
海南话还是普通话讲课？”“海南
话！”2016年10月12日，海口市美
兰区农民就业培训基地的多功能教
室里，来自大致坡镇的128名贫困
户学员齐声回答。美兰区精准扶贫
种养技术培训班一开课，讲授瓜菜
种植技术的农技专家吴学波“接地

气”的开场白得到了学员的热烈回
应。

各市县里，一处处农民学校开
课了……

“智力”下乡的形式之多，挂牌
的农民学校还只是其中一处。龙眼
树下的头脑风暴、万亩田洋边上的
鼓励打气、培训夜校里的互动笔记，
扶贫攻坚进入关键期，不但送资金、
送物力，更在送技术、送点子！

一幕幕围绕扶贫而展开的智力
帮扶遍布全省，形式多样，因地施
策，穷村贫乡脱贫“造血”的内生力
逐步增强。

扶贫先扶“智”与“志”

“党和政府帮扶支持大家是宗
旨和职责所在，但脱贫致富最根本
的还是要依靠父老乡亲们勤劳的双

手和不断提高的素质与见识。”省委
书记罗保铭近日在市县调研脱贫攻
坚工作中多次反复强调，相比内地
而言，海南的自然条件和交通条件
不差，贫困的根子在教育，扶贫要注
重扶智力、扶志气，转变观念，勤劳
致富。

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40余
万人的脱贫任务，无疑是攻坚的“硬
骨头”。 下转A03版▶

扶智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海南举全省之力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杨洲）为继续巩固工程质量
治理两年行动工作成果，进一步强化
企业质量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厉打
击和有效遏制层层转包、挂靠、违法发
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省住建
厅从10月24日开始组织专家技术骨
干，分成三组开展全省建筑市场暨质
量安全大检查。

此次检查持续两个月，不仅要检
查各市县住建部门落实属地监管职责
情况，还要重点检查建筑市场行为，质
量安全，以及检测机构、混凝土搅拌站
等，为近几年来内容最全面的一次检
查。另外，将检查全省在建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每个市县
抽查6-10个项目，海口三亚至少抽
查15个以上项目。

我省开展建筑市场
暨质量安全大检查

本报海口10月 23日讯 （记者
周晓梦 通讯员朱莹莹）为支持各市
县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生产，根
据省政府指示，省财政厅、省民政厅
从一般预算预备费中紧急拨付受灾
市县8000万元，支持遭受今年第21
号强台风“莎莉嘉”影响的受灾市县

和灾民生活救助、灾后生产恢复、修
复水毁工程等工作。

据了解，此次救灾资金根据市
县受灾损失程度进行具体分配，实
现全省19个市县全覆盖。救灾资
金安排突出重点，用于灾民生活安
置、农业生产恢复、水利和交通基础

设施修复等方面，确保资金使用效
率与效益。

据初步统计，受强台风“莎莉
嘉”影响，全省 19个市县 228 个乡
镇及街道299万人受灾，紧急转移
安置 66 万人，无因灾死亡及失踪
人员。

我省拨付救灾资金8000万元
支持受台风“莎莉嘉”影响的市县恢复生产生活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云慧明 实习生陈卓斌）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为
有效杜绝校车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广大学生的健康
成长和生命安全，省教育厅决定于10月下旬在全省
中小学幼儿园开展一次校车安全管理排查工作。

省教育厅要求，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要从安全
管理的各个环节入手，完善道路、车辆、交通标志等
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对校车驾驶人员从业资格进行
审查，进一步加大对“黑校车”和非法接送学生车辆
的整治力度，发现不安全因素，立即采取措施，及时
消除隐患。

此外，各市县教育部门还要制订详细的校车安
全防范预案，切实加大行车前安全排查力度。

我省将排查校车安全管理

重点对校车驾驶人员
从业资格进行审查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王培琳）今天，记
者从省物价局获悉，近日，省物价局对2002年我省
定价听证目录进行了修订，新修订的《海南省定价听
证目录》含燃气、供排水、交通运输、基本医疗服务、
教育、文化旅游6大类10项内容，新的定价听证目
录即日起开始实施。

与2002年的定价听证目录相比，今年新修订的目
录取消了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杂费等3项听证项目，新
增了独立小区供应天然气销售价格等5项听证项目。

我省公布新的定价听证目录

医疗教育旅游等
10项内容需听证

日前，定海大桥实现功能性通车。定海大桥位于定安县城北面与海口市秀英区东山
镇马坡村一江之隔的南渡江段，是定安、海口、澄迈三市县的交通要道，总长1891.708
米，总投资2.8亿元。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定海大桥功能性通车

本报三亚10月23日电（记者袁
宇 林诗婷）今日，记者从三亚市委常
委会上获悉，该市已完成城市棚改
10384户，超额完成今年万户的城市
棚改任务，腾空土地320多亩，年度计
划投资91.1亿元，已完成投资53亿
元，投资活力进一步释放。

据悉，该市今年的棚改任务
13514户（城市10000户、垦区危房改
造3514户），已超额实现城市棚改目
标，垦区任务完成2502户。其中，城
市棚改任务中，已完成拆迁5006户，
拆除房屋面积约145.5万平方米，腾
空土地达327.3亩，为该市土地供应
再增新力量。

据悉，三亚明年棚改任务 8302
户，将着重推进临春、西瓜村、芒果村、
阳光海岸片区等项目，棚改项目用地
达到161.54公顷，已吸引了17个新
项目入驻，总投资达246亿元。

三亚提前完成
今年城市棚改任务
明年棚改项目用地达160公顷

“中国海南·柬埔寨光明行”
琼籍华侨志愿者委托海南日报寻亲

“我的亲人，
你们在哪里？”

省价格主管部门听证：公共管网供应天然
气销售价格；公办高校、普通高中学费收费标
准；有线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标准；利用公共资
源建设的4A（含4A）级以上景区门票及景区内
的游览场所、交通工具等另行收费项目价格

市县价格主管部门听证：独立小区供应天
然气销售价格；城市自来水销售价格；城市公
共交通票价；城市客运出租车运价；利用公共
资源建设的4A级以下景区门票及景区内的游
览场所、交通工具等另行收费项目价格

省、市、县价格主管部门听证：公立医疗机
构基本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调整面超过50%）

10项内容需听证

制图/王凤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