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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海南100名党史人物

百年壮阔海南潮

■ 韩慧

学党史：

工作3年多跑了24万多公里，平
均每天 200 多公里；因为“好管闲
事”，个人手机号成了“群众热线”；随
车带着十字镐，为检查道路质量自己

“开挖”……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
“车轮子县长”兰辉，满腔热忱守护羌
山湔水，深受群众的喜爱。2013年5
月23日，兰辉刚动完手术，便不顾医
生劝阻，下乡督促落实暴雨应急预

案，意外坠崖身亡，时年48岁。2013
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称赞兰辉同志
是“用生命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好干
部”“是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

悟初心：

2013年5月23日，兰辉像往常一
样坐车赶往可能遭遇汛情的乡镇，准
备检查村道建设情况，并要求司机走
路况最不好的环湖路。作为主管全县
交通、安全等工作的副县长，奔波在路
上是兰辉的常态，而走“忧心路”，则是
兰辉对自己的一贯要求，“就看它怎么
个不好走法”。干部勤走“忧心路”，群
众才能走上“放心路”——这是兰辉的
坚持，更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

勤走“忧心路”，在北川绝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这里山峰壁立，海拔一
两千米的“擦耳崖”“断魂崖”令人胆战
心惊；有的地方车到不了，就只能弃车
步行……可是，再危险的路也挡不住
兰辉的脚步。他深知，路的那头有群
众在翘首以盼。没有路、路难走，群众
出行成问题，更不要提发展了。

修好路，就是为群众谋发展铺下
阳光大道。2008 年地震造成北川
90%以上道路、桥梁被毁，20 多个乡
镇交通瘫痪，262个村道中断。兰辉
担任副县长，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路
上，相当于每个月把北川跑三遍。3
年间，在他的带领下，北川道路建设
取得显著成绩，通车里程达1800多公
里。兰辉对跑出来的路况了如指掌，
也对路那头群众的期待心中有数。

勤走“忧心路”，是一心为民的生
动体现。在一些偏远山区，受困于崎
岖的道路，群众被落在时代后面。危
险的道路尽头，有群众更为急切的呼
声。领导干部只有勤走“忧心路”，才
能听到不一样的声音，才能把路修到
群众心坎上。兰辉心系困难群众，曾
为一位年逾花甲的残疾人特别修了
一段残疾人通道，被人称为“兰辉小
道”。畅通的路网是推动发展的基
石。把路向更远的地方延伸，就是把
更多群众的希望高高托起。

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到现场看一
看。广大领导干部要不辞劳苦、不畏
艰难走“忧心路”，俯首倾听百姓诉
求，为更多人提供发展机会，携手共
创美好明天。

干部勤走“忧心路”百姓才有“放心路”

朱运泽，又名朱克平，海南琼山县
（今海口市）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27 年 7 月，参加琼崖讨逆革
命军第六路军，9 月跟随部队参加琼
崖武装总暴动首战椰子寨战斗。1928
年参加琼崖第一次反“围剿”斗争，12
月跟随琼崖红军撤往母瑞山建立革命
根据地。1930 年 9 月，任琼崖红军独
立师红一团第一营连长。1932 年参
加琼崖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1933 年 6 月，中共琼崖特委召开
临时会议，朱运泽被增补为琼崖特委
委员。他和冯白驹留在琼文革命根据
地，以琼文为中心，领导全琼党组织和
武装斗争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在冯白
驹的领导下，朱运泽带领红军小组先
后在演丰白路庙戏场、道崇墟戏场等
地活动，打击反动分子，扩大红军影
响，为开展恢复工作开创有利局面。
1936 年 5 月，朱运泽被任命为琼崖红
军游击队司令兼第一支队支队长。

1938年10月，琼崖国共两党关于
合作抗日的谈判达成协议。12 月 5
日，琼崖红军游击队在云龙改编为广
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
（简称琼崖抗日独立队），冯白驹任独
立队队长，朱运泽担任独立队第三中
队第一小队长，改名为朱克平。

1939 年 3 月，琼崖抗日独立队扩
编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朱克平任第
一大队第三中队长。3月8日，朱克平
等带领第三中队趁夜在美兰至三江之
间的罗牛桥埋伏，次日晨击毁日军军
车8辆，歼灭日军20多人，缴获三八式
步枪5支、子弹几百发。12月，琼崖特
委召开四届八次扩大会议，决定向琼
西发展创建山区抗日根据地，并抽调
独立总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第二大
队第六中队和原特务中队合编组成特
务大队，朱克平任大队长，护卫独立总
队部和特委领导机关西迁。

1947 年 5 月，朱克平任定安县财
政科科长，他大力组织解放区群众发
展生产，开辟财源，结合实际调整税收
政策，开展税源调查，增设税收网点，
使定安县的财政税收迅速增加，在琼
崖东区5个县中位居第一位。1948年
6 月，朱克平在一次筹粮工作中不幸
殉职，牺牲时37岁。

朱运泽：
身经百战 智勇双全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刘晓惠）根据党
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有关要求，省教育厅
日前决定，暂停办理除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含幼儿
园、小学、初中、高中、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外
其他教育机构及教育服务机构教育行业创新创业
人才确认工作。

同时，省教育厅拟结合我省教育系统实际，对
《海南省教育行业创新创业人才确认暂行实施细
则》进行修订，以便构建教育良好生态。

对部分教育机构及教育服务机构

海南暂停办理教育行业
创新创业人才确认工作

本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苏慧）享有信
息网络传播权的电视剧作品被他人擅自上传网
络使用并获利，怎么办？近日，海南自由贸易港
知识产权法院依法作出行为保全裁定，裁定被申
请人某网络公司立即停止通过其运营的APP向
公众提供电视剧《谁是被害者》在线播放的行
为。这是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挂牌成
立以来作出的第一份关于知识产权行为保全的
禁令裁定。

海南某科技公司和北京某科技公司共同申
请称，申请人依法享有电视剧《谁是被害者》在
中国大陆地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被申请人在未
经申请人许可的情况下，在运营的APP同步上
传涉案电视剧内容，供公众在线观看，侵犯了申
请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在申请人发函要求被
申请人停止侵权行为后，被申请人不但未停止侵
权行为，还采取地域屏蔽和用户账号等级限制的
方式继续向用户提供涉案电视剧，并持续通过片
头广告等形式进行获利。为及时制止该侵权行
为，两申请人提出行为保全申请，并提供了相应
的担保。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规定，海南自贸港知
识产权法院经过多次的证据交换并充分听取双方
意见，最终支持了申请人的申请，发出了首份行为
保全禁令。法院认为，被申请人未经合法授权在
其经营的APP上提供涉案影视作品的播放服务，
如不及时制止被诉侵权行为，可能会导致申请人
的市场份额减少、丧失竞争优势和市场机会，且从
申请人起诉到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需要一定的时间
周期，如不及时制止被诉侵权行为，可能会导致申
请人胜诉后已经过了涉案影视作品的市场周期，
给申请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遂依法做出了上
述裁定。

行为保全是指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
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
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
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
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海南自由贸易港
知识产权法院及时作出上述裁定，充分发挥了行
为保全制度的时效作用，提高了知识产权司法救
济的及时性和便利性，有助于营造海南自贸港良
好营商环境。

海南自贸港知识产权法院
发出首份行为保全禁令
及时制止涉嫌侵害视听作品信息网络
传播权行为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黄兆雪

8月10日，在位于昌江黎族自治
县叉河中心学校左侧的安全人行通
道项目施工现场，工人正在清理场
地。“非常期待项目能尽早完工，让学
生出行有专门的通道，安心上下学。”

叉河中心学校校长孙辉说。
叉河中心学校位于 225 国道

旁，靠近叉河循环经济产业园，来往
的大型运输车较多，给该校学生出
行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修建一条
专门的出行通道，成了学校师生一
直期盼的事。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昌江叉河

镇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和“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
动，多次向昌江黎族自治县委县政
府提出，为叉河中心学校学生修建
专门安全出行通道，引起县委县政
府高度重视。

经过前期的摸底调研，今年 4
月，昌江决定在叉河中心学校左侧的

山边开辟一条安全出行通道。
“近日，该项目完成了招投标

工作，这几天就会开始施工了。”
叉河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梁国
帅说。

据介绍，这条专门安全通道连接
学校和叉河镇镇墟，修建工期大概为
2个月，宽约3米，长约200多米，属

于水泥硬化路，预计10月中旬完工。
叉河镇党委书记郭玉斌说，自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叉河镇始终以
群众“急难愁盼”为导向，为人民群众
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解决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
题，不断增强群众幸福感。

（本报石碌8月10日电）

昌江叉河镇计划为学生修建专门安全通道

一条便民路 一解师生愁

为民办实事

■ 本报记者 孙慧

“手术费用花了9万多元，职工
医保报销了一半，人才商业保险报销
了一半，基本上没花什么钱。”近日，
我省某事业单位员工付铭因生病动
手术，由于他是我省认定的高层次人
才，享受了我省基本职工医疗保险和
高层次人才商业健康团体保险的双
重医保待遇，经济负担大大减轻。

为吸纳人才、留住人才，省医疗保
障局在省委人才发展局的指导下，建
立健全人才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设计

并统一为D类以上高层次人才购买商
业健康团体保险，持续优化医保管理
和服务，切实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

为便利高层次人才迁入海南，我
省适度突破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给予
特殊保障：允许用人单位一次性缴满
12个月基本医疗保险费，使得高层次
人才引入海南后，自就业次月起按照
在职人员身份享受相应的基本医疗保
险待遇。各类人才和家属参加海南基
本医保不受户籍和国籍限制，其中，实
现就业的，可随用人单位参加我省职
工医保；未实现就业的，可凭居（留）住

证等有效证件参加我省居民医保。
我省还从基本医疗保险尚未保障

的空白区域入手,予以高层次人才充
分保障。按照我省《百万人才进海南
行动计划（2018-2025年）》里提出的
关于“政府统一为拔尖以上高层次人
才购买商业健康团体保险”要求，省医
疗保障局自主设计了一款与基本医疗
保险政策互为补充、相互衔接的“海南
省高层次人才商业健康团体保险”产
品（以下简称人才商保）。我省为全职
在琼的A、B、C、D四类人才分别按不
同标准购买人才商保，用以弥补高层

次人才基本医保合规报销后的个人支
付部分，不设起付线，报销比例高。

据介绍，人才商保产品有6个类
别7种保障，全方位考虑人才就医的
需求，特别是允许实行零起付线和理
赔负面清单,大幅减轻人才就医费用
负担。“我之前住院花了一万多元，职
工医保报销了70%，人才商保帮我报
销了剩余部分，让我实现了医疗费用

‘零负担’。”海南核电有限公司工程
师唐锐说。

我省还优化了高层次人才医疗
服务，购买人才商保的职工可通过

“平安好医生”平台，享受线上VIP预
约挂号、专家问诊、小病线上快速问
诊、体检问询、线上药店等健康服务，
足不出户解决小病诊疗问题；线下可
享受省内外1331家医院省内外名优
专家预约、就医挂号绿色通道服务以
及门诊、住院有专人陪同服务。

据统计，一年来全省高层次人才
商业健康团体保险共办理疾病理赔
650笔、意外理赔12笔，保障与服务
涉及杰出人才21人、领军人才195
人、拔尖人才419人，赔付金额330
万元。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

我省打造“基本医保+商业保险+专属服务”的人才医疗保障新体系

为引留高层次人才提供更多“医靠”

8月8日，在海南省史志馆前的红领巾广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主题雕塑作品展
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本报记者 张茂 摄赏雕塑 学党史

一年来，全省高层次人才商业健康团体保险
共办理疾病理赔650笔、意外理赔 12笔

保障与服务涉及杰出人才 21人、

领军人才 195人、拔尖人才419人
赔付金额3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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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并要求市、县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宅基地审批
和建房规划许可有关工作的指导，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要积极建立一个窗口对外受理、多
部门内部联动运行的农村宅基地用地建房联审联
办制度。

此外，《办事指南》还对农房建造、验收、登记、
资料归档等环节作出了明确要求。

全省统一标准
办理农民建房申请

◀上接A01版
未解封小区将继续执行封闭管理，南宝花园按照
中风险地区管理。

会上还通报，截至8月10日6时，累计流调排
查确诊病例林某某密接人员256人，第一次核酸
检测阴性239人，17人结果待出；第二次采样96
人，核酸检测阴性96人，其他人员第二次采样正
在进行中。

目前，海口美兰机场国际货运站已进行 3
次消杀，3次环境采样结果均为阴性。现正在
抓紧按省、市专家组意见进行整改，对照“四固
定”（人员固定、场所固定、设备固定、休息区
固定）“两集中”（集中作业、集中居住）要求形
成整改情况报告上报，经省新冠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同意后，才能解封国际货运站
并开通国际货运航班。云龙产业园封闭地区
继续按照中风险地区管理，其余涉疫点位继续
封闭管理。

在重点区域核酸检测方面，8月7日，海口
启动琼山区府城街道、凤翔街道、龙塘镇，以及
美兰区灵山镇等4个重点区域的核酸检测。截
至8月9日晚，琼山区府城街道、凤翔街道和龙
塘镇、美兰区灵山镇四个重点区域已采样
361421人，核酸检测结果阴性352240人，9181
人结果待出。

林某某与俄罗斯搬运工
曾有近距离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