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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南海妈祖世界和平岛（二期）填海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第一次公众参与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及《关于加强海洋工程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现将“南海妈祖世
界和平岛（二期）填海工程”的有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建设项目名称：南海妈祖世界和平岛（二期）填海工程
建设项目概况：本工程位于海南省文昌市铺前镇新埠海海域，与

海口市区直线距离约25公里，处于海口市半小时经济圈范围内。本
项目拟在一期工程的基础上通过填海形成一个离岸式人工岛，填海
面积388.04公顷，护岸总长7935.28m，采用抛石斜坡式结构。南海
妈祖世界和平岛由东人工岛、西人工岛和中人工岛组成，三座人工岛
及铺前新埠海人工岛共四座人工岛岛体间的交通通过共5座联系桥
梁实现，联系桥总长约690.22m。在东西人工岛之间的南通道和北
通道上各设置1座水闸式堤坝，以形成内海水域，满足业主后期开发
需要，2座堤坝总长约140m，形成内海水域面积约117公顷。人工岛
通过外购砂吹填造陆，陆域回填总方量约为4109万m3。本工程拟利
用项目北侧约14km的海底浅滩砂源，抓斗式挖泥船装泥驳后运至工
程区域附近，再采用泵送船吹填。

本项目拟通过妈祖文化的引入和提炼，突出妈祖文化、海洋文
化、历史文化主题，实施与周边旅游项目差异化发展策略，提升区域
旅游文化核心竞争力，发展地域文化旅游、海洋旅游等相关产业，培
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域文化旅游和海洋文化旅游产品，打造充分
体现本土文化和地域生态特色热带国际文化旅游度假胜地，努力把
本项目建成文昌市新的旅游文化高地和国际知名旅游、休闲、度假胜
地以及中国重要文化旅游目的地。

二、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海南鼎顶旅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芙蓉路阳光小区3号楼
联系人：姜智

电话：13807573809 邮箱：122510386@qq.com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浙江环科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南小街6号楼405室
联系人：李晓斌
电话：010-53663192 邮箱：lxbzjhk@163.com
四、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工作程序：（1）研究有关资料，进行初步工程分析及海洋环境质

量现状调查，筛选重点评价因子，确定评价工作等级。（2）进行工程分
析、现场踏勘和海洋环境质量现状监测，进行海洋环境影响预测、分
析和评价。（3）汇总资料和数据，提出环境保护措施和建议，给出结
论，完成报告书编制。（4）报送海洋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工作内容：（1）介绍工程概况；（2）对建设项目所在地区的环境质
量现状进行调查、监测和评价；（3）对项目建设的主要海洋环境影响
进行预测和分析，并对预测结果进行评价，提出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4）采取信息公告和公众意见调查及分析的方式开展公众参与工作；
（5）从环境保护角度，提出明确的建设项目可行与否的结论。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为：（1）您对本工程了解的程度；（2）本

工程建设对发展当地经济的作用；（3）本工程建设对海洋环境产生的
影响和程度；（4）您对本工程的建设的态度。（5）您对本工程建设有何
建议和要求。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提交意见的方式：可通过信件、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方式于公

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提出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鼎顶旅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9日

文昌现代城（即文昌现代商贸物流园）

交房公告
尊敬的文昌现代城（即文昌现代商贸物流园）业主：

我公司开发的位于海南省文昌市文蔚路169号的文昌现代城
（即文昌现代商贸物流园）一期已达到交房条件，定于2017年9月25
日-10月25日办理交房手续，详情如下：

一、交房地点：文昌航天现代城物业服务中心（19号楼负一层）
二、交房注意事项：准备缴纳相关税费、身份证原件、购房合同、

发票、如果通知书等。
三、详情请咨询：0898-63393839
请各位业主相互转告，恭祝您入伙大吉！ 特此公告！

海南聚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8日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宣告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下列借款人在我行的借款本金及相应的利息已逾期，为

维护我行的合法权益，现依据合同约定，宣布合同项下所有贷

款于2017年8月31日提前到期。限以下借款人及担保人，自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我行履行还款义务或担保责任，否则我行

将根据法律法规及合同约定通过诉讼等合法途径解决。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2017年9月19日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借款人

史晓霞

郑丽花

符丽梅

贺 帅

宋向群

刘文敏

杨 锐

马思思

李 霞

陈岱宗

张翔宇

林宏志

华春梅

刘寒英

贷款本金
余额

292,464.33

217,956.50

11,252.79

83,393.12

21,662.57

207,071.10

291,554.32

441,471.00

181,836.80

128,398.71

652,576.52

261,959.25

62,479.98

84,583.47

序
号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借款人

刘 军

张 莎

邱晓斌

邱晓斌

邱晓斌

邱晓斌

邱晓斌

邱晓斌

邱晓斌

邱晓斌

邱晓斌

王新娇

郭素隆

王 鹏

贷款本金
余额

172,426.17

68,263.23

10,150.00

10,530.34

14,628.65

9,338.91

8,431.43

11,158.36

1,790.69

10,800.58

10,845.15

187,185.98

389,803.36

423,768.02

序
号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借款人

梁康斌

梁亚飞

陈 华

黄琳茜

刘 欣

李铜明

李茂发

曾柏华

王方能

李纪川

李华明

马 力

周海洪

贷款本金
余额

51,256.74

183,052.63

56,223.80

136,433.80

105,025.25

190,169.41

45,783.80

138,954.64

280,817.54

205,962.37

44,006.38

340,671.48

157,553.40

受委托，定于2017年9月26日上午9时在我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公
开拍卖：海南超凡实业有限公司等9户债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600万元整。

一、拍卖地点：海口市紫荆路11号紫荆花园1区2栋20B号房；
二、标的展示时间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见报日起至2017年9月

25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三、收取保证金时间：2017年9月25日17:00前；以款到账为
准；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基石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农
业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账号：21-100001040001981；

四、缴款用途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五、特别说明：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

办理，过户的税，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
联系人：高先生 0898-68529016 18789265668
电话：（0898）68529008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582221

海南基石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70926期）

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7年10月13日上午

10时在我司拍卖大厅第三次公开拍卖：位于屯昌县南坤镇坤明路北侧
32306.7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屯国用（2008）第07-
00008号]及其地上厂房、房产、机器设备、围墙等附属物（详见拍卖清
单）。参考价为1608.34592万元；保证金为300万元。

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2017年10月11日12时（以保证金到
账为准）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10月11日12时止。办理竞买手

续：2017年10月11日12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
金以款到账为准。缴纳保证金名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
行 ：海 口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滨 江 支 行 ；账 号 ：
1009689490000254。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
（2017）海南一中法拍字第9号竞买保证金。特别说明：本标的物按现
状拍卖，过户所产生的税、费按国家有关规定各自承担。

拍卖单位：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路13号森堡大厦七、八楼
电话：0898-66531951 、13876755188；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5301031

文昌市公务用车涉改取消车辆拍卖公告
受文昌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委托，定于2017年 9月 28日下午

14:30在文昌市公开拍卖：文昌市公务用车涉改取消车辆共18辆（拍
卖清单详见我司网站）；竞买保证金：1万元/辆。展示地点：文昌市文
昌大道排球馆地下停车场；展示日期：9月25日至26日；报名日期：
9月28日上午8:30-12:00（携带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及汇款凭证）；
报名及拍卖地点：文昌市青少年活动中心C301室（文昌大道排球馆
后面）。特别说明：1、本次拍卖按车辆现状（含瑕疵）净价拍卖，车辆过
户所产生的所有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拍卖车辆不含号牌，成交后
按现状交付；2、拍卖成交后，竞买保证金转为车辆过户履约保证金，
买受人须在成交之日起30日内办理完车辆的过户手续；3、有意竞买
者请于2017年9月27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公司账户（户名：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账号：46001002336050001935，开户行：
建行海口市金盘支行营业部）。竞买保证金不接受现金或代缴。拍卖
机构：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电话：68555951 13005087166
15607579889；网址：www.hntianyue.com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记者史竞
男）由人民日报社组织编写、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的《习近平讲故事》一书，自今
年6月出版以来已发行近150万册。广
大干部群众认为，该书好读易懂、言约旨
深，是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的通俗读本、生动教材。

“进一步宣传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是出版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
我们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如何做好这方面
图书的出版。”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李春生
说，出版好《习近平讲故事》一书是编写
者和出版者共同的理想和追求。

《习近平讲故事》一书，把宣传好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讲好中
国故事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满足不同
读者的需求，体现了当前做好重大主题
出版工作的创新。

李春生认为，创新是做好主题出版
物的重要方式，包括有新的立意、新的角
度、新的材料、新的表达方式，以适应人
们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真正使读者入
耳入脑入心。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文章中，常常
用讲故事的方式传达深意、感染他人，把
深刻的思想、抽象的理论，转化为鲜活的
故事、生动的例子，具有直抵人心的力

量。人民日报评论部从习近平总书记数
百篇讲话和文章中，精选出百余则故事，
加以完整呈现和解读。

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指出，这些
故事贯穿着中国历史文化之“道”，中国
改革发展之“道”，中国参与世界治理之

“道”，承载了总书记对内政外交国防、治
党治国治军的深刻思考，具体而生动、通
俗而深刻，为深入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打开了一扇窗口。

“这正是我们编写出版《习近平讲故
事》的初衷所在，通过还原故事语境、讲述
故事背景、丰富故事信息、分析故事技巧，
让读者对‘习近平讲故事’有一个更全面、

更立体、更深刻的理解，进而更好地学习
领会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思想精髓和
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杨振武说。

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趣味性强，成
为这本书的鲜明特色。无论党员干部、
专家学者、在校学生以及其他广大群众
都能读得懂，而且喜读爱读。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认为，
该书贴近大众，立足以故事载“道”，充分
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接受心理，因
此有很好的传播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这些故事，都是
从历史传承中来，从文化经典中来，从现
实生活中来，从人民群众中来，从工作实

践中来。这些故事高大上、接地气，既展
现文化软实力，又具有实践指导性，是最
值得点赞的中国故事。”北京师范大学文
学院教授康震说，“通过讲述中国故事，
让后代了解历史，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人
民更加团结，让中国更有力量。”

“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北京外
国语大学学生杨镜洁表示，在这本书中，
她找到了一把融通中外的“金钥匙”，更
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朋友都能找到这把
钥匙，当好中国故事的主讲人。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吴尚
之介绍，《习近平讲故事》出版后立即形
成阅读热点，该书不仅在国内持续畅销，

而且备受海外媒体关注，同时也引起许
多国外出版机构的浓厚兴趣，海外知名
出版机构表示希望翻译出版《习近平讲
故事》，他们认为这本书对于海外读者了
解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理念，了解当
代中国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据了解，《习近平讲故事》出版后，国
际著名出版集团施普林格立即主动联系
人民出版社，要求购买该书全球英文版
权，出版英文译本。俄罗斯尚斯出版集
团也主动联系购买了该书俄文版出版
权，准备在俄罗斯出版发行。目前，该书
已实现英文、日文、俄文、越文4个语种
的版权输出授权。

《习近平讲故事》发行近150万册广获好评

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
党，关键是从严治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着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从
严治吏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举措来抓，提
出一系列新思想新战略新要求。各级组
织部门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聚焦主责主业，强化担当作为，全面加强
干部监督工作，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果断
的措施刷新吏治，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
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提供坚强有力组织保障。

加强干部选拔任用监督

以用人环境的风清气正
促进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选人用人
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风向标。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抓住管权治吏的要害，严肃查
处用人腐败，大力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
正之风，使用人之风真正纯洁起来，把好
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各级党委（党组）
及组织人事部门切实加强选人用人监
督，严明组织人事纪律，牢固树立正确用
人导向，匡正选人用人风气。

充分运用巡视这把利剑，全覆盖开展
选人用人巡视检查，发现问题、形成震慑。
选人用人专项检查是巡视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中央巡视工作从
围绕“四个着力”到紧扣“六项纪律”再到聚
焦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深化政治巡视的过
程，选人用人检查的政治站位不断提高、政
治定位更加精准。结合中央12轮巡视，中
央组织部派出93个检查组，对31个省区
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235家中央单位
党组织选人用人情况进行了检查。检查
中，坚持问题导向，紧盯关键少数，深入查

找党组织的领导和把关作用发挥不够，党
管干部原则、好干部标准坚持不力，存在

“四唯”等问题，着力查找违反用人程序、规
定和纪律等问题，着力查找任人唯亲、跑官
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用人上的不正
之风和腐败现象。发现问题敢较真，反馈
问题不留情，整改问题见实效。累计发现
问题1600多个，督促制定整改措施4300
多条，纠正违规任用干部1603人，给予党
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4483人次，移送司
法机关218人。各省区市和部分中央单位
结合实际开展选人用人巡视巡察工作，切
实加大选人用人监督力度。通过上下联
动、全面用劲、重点发力，进一步把选人用
人的纪律和规矩立了起来，把好干部标准
和正确用人导向树了起来。

换届风气好坏，直接影响换届工作
成败。2016年新一轮地方领导班子换
届开展以来，按照中央确保换届风清气
正的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及组织部门
深刻汲取湖南衡阳、四川南充和辽宁破
坏选举、拉票贿选案教训，以“零容忍”政
治态度严明换届纪律，打出一套“组合
拳”：划出纪律红线，鲜明提出“九严禁”
纪律要求和“九个一律”的处理规定；紧
紧扭住责任这个“牛鼻子”，抓牢压实地
方党委和有关部门等“五大主体”的责
任；突出警示教育，以3起典型案例为素
材拍摄警示教育片《镜鉴》《警钟》，强化

“四必看”“四必训”“四必谈”纪律教育要
求，通报河南三门峡市原市委书记赵海
燕、西安市委组织部原部长钟健能等9
起顶风违纪案例；强化督查督导，层层
开展换届风气巡回督查和重点抽查，对
换届选举进行现场督导；坚持“凡提四
必”，严把人选政治关、廉洁关；畅通监
督渠道，认真受理群众举报反映，严肃
查处违反换届纪律问题。干部群众普
遍反映，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
通过加强监督、严明纪律，这次换届风
气实现了明显好转和根本变化，为换届
工作平稳顺利开展提供有力保证，成为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生动实践。

什么问题突出就集中整治什么问

题，以“钉钉子”的精神抓住不放，接续用
力，久久为功。各级党委（党组）及组织
人事部门突出重点、有的放矢，采取切实
措施深入开展系列专项整治。开展超职
数配备干部问题专项治理，全国共清理
消化4万多名超配副处级以上领导职
数，各地各单位按职数配备干部的规矩
意识显著增强；开展配偶移居人员专项
治理，出台配偶移居人员任职岗位管理
办法和配套文件，注重分类管理、精准施
策，全国共排查出副处级以上配偶移居
人员5000多人，对其中1300多人任职
岗位作了调整；开展领导干部因私出国
（境）证照专项治理，累计登记备案994.9
万多人，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因私证件
做到应备尽备、应交尽交，对违规办理和
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违规出国（境）
的3.5万名领导干部作出严肃处理；开展
干部档案造假专项治理，从严查处档案
造假行为，对国家安监总局原局长杨栋
梁等6起典型案例进行了通报；开展干
部“带病提拔”问题专项治理，共对4075
名“带病提拔”干部任用过程开展倒查，
对682名责任人追究问责。这些专项整
治，将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要
求落到实处，扫除了一些用人上的顽症
积弊，使用人风气更加清朗。

磨砺检验对党忠诚老实的“试金石”

中国特色领导干部个人有
关事项报告制度作用充分彰显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要建立完善
中国特色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
制度，强调如实向党组织报告个人有关
事项是领导干部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和
组织纪律，是检验领导干部是否对党忠
诚老实的“试金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提出，要认真执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
事项报告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坚持
和完善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
度，让铁规发力，使其成为全面从严管党
治吏的一把利器。

从“只报不查”到“又报又查”，从部分
查核到凡提必核，抽查核实的比例和力度
不断加大。2014年1月，中央组织部印
发《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
办法（试行）》，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抽查核
实；2015年全面实行“凡提必核”，凡是拟
提拔为副处级以上干部人选、拟列为后备
干部人选以及进一步使用人选等，都要进
行重点查核，并将随机抽查比例由3％－
5％提高到10％；2016年，对查核发现领
导干部的家庭财产明显超过正常收入的，
探索开展财产来源合法性验证。截至目
前，全国共查核副处级以上干部120多万
人次。报告制度日益深入人心，干部自觉
接受监督、主动自我监督的意识明显增
强，如实报告率不断提高。

“瞒报非小事，说谎有代价。”各级党
委（党组）及组织人事部门坚持把抽查核
实结果作为衡量领导干部是否忠诚老实、
清正廉洁的重要参考，运用到干部工作
中，在强化干部日常管理监督、防止“带病
提拔”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
来，全国因不如实报告等问题，被暂缓任
用或取消提拔重用资格、后备干部人选资
格 1.1 万人，批评教育、责令作出检查
10.38万人，诫勉1.98万人，组织处理651
人，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609人。在查
核结果运用上讲认真、敢较真，形成硬约
束，促使领导干部极大增强了纪律意识、
规矩意识，自觉廉洁从政、廉洁齐家。

实践探索在前，总结提炼在后。党
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领导
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提出进一
步要求。在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贯彻
执行报告制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2017
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领导干部报告
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和《领导干部个人
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坚
持分类管理原则，抓住关键少数，进一
步明确了报告对象范围、报告事项内
容、抽查核实要求、漏报瞒报认定及结
果处理。中国特色领导干部个人有关
事项报告制度的建立完善，充分彰显了
管党治党的制度自信。

坚持抓早抓小严格日常管理监督

使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严管就是厚
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党的领导
体现到日常管理监督中，注重日常，抓早
抓小，防微杜渐，体现组织严格要求和关
心爱护。

“禁微则易，救末者难”。2015年6
月，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组织人事部门对
领导干部进行提醒、函询和诫勉的实施细
则》。各级组织人事部门把落实实施细则
作为从严管理监督干部的重要抓手，强化
监督重在防范的理念，抓在时时事事处处，
使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综合运
用干部考察考核、巡视、选人用人检查、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一报告两评议”、个人有
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经济责任审计、信访
举报等成果，抓住苗头，找准病灶，不断增
强提醒、函询、诫勉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注
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紧结合确保地方
换届风清气正、打赢脱贫攻坚战等重点工
作，教育提醒领导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切
实做到守纪律、敢担当、善作为。召开领导
班子民主生活会时，受到函询、诫勉的领导
干部要在会上对有关问题及改正情况专
门作出说明，起到了干部本人接受监督“有
则改之”、其他班子成员受到警醒“无则加
勉”的效果。各级党委（党组）及组织人事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以上率下，带头谈话，推
动这项工作力度不断加大、成效明显提
升。实施细则出台以来，共对干部提醒函
询诫勉63万人次，其中仅今年上半年就达
17.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32.6％。通
过常态化的“咬耳扯袖”，让干部真切感到
组织就在身边、监督就在眼前，体现了对干
部的关心爱护、促进了干部健康成长，防止
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

扎紧织密制度笼子

不断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
部制度体系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制度带有

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思想建党、组
织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注重用制度治
党、管权、治吏，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

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有关部门先
后出台20多项政策法规，在完善干部监
督制度体系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制定出
台加强干部选任工作监督意见、纪实意
见，要求把严格监督嵌入选人用人各个
环节，做到全程留痕、全程纪实，督促严
格按照规矩办事。修订党委（党组）讨论
决定干部任免事项守则，明确了“树立一
个正确用人导向”“两个不得”“三个不上
会”“凡提四必”“五个不准”要求，强化党
委（党组）的领导和把关作用，防止搞“一
言堂”、个人说了算等问题，立明规矩、破
潜规则。制定干部人事档案造假处理办
法，为严肃查处在“三龄两历一身份”等
干部档案信息上弄虚作假行为提供了有
力武器。会同监察部、环境保护部等9
部委，制定《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发挥考核评价的

“指挥棒”作用和追究问责的“倒逼”作
用，督促引导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绿色发
展理念、增强生态责任意识，保护绿水青
山，建设美丽中国。上海、北京、广东、重
庆、新疆等5省区市按照中央部署的重
点改革任务，开展了规范领导干部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试点工
作，为完善相关制度作了探索、积累了经
验。一项项政策法规的制定出台，延伸
拓展了制度链条，扎密扎牢了制度笼子，
充分释放了制度在管党治吏上的力量。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从严治
吏也永远在路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将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更加科
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的思路举措，纵
深推进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工作，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局面作出新的贡献。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从严管理监督干部 促进忠诚干净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组织部门干部监督工作综述

砥砺奋进的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