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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出现

了围绕农村土地承包期限问题的争
论。经过走访调研，中改院率先提出

“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
权”这一建议。

1998年，呈报该建议时正值党的
十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
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起
草。随后，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作出
的《决定》直接采纳了“赋予农民长期
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这一提法。

“国企改革：从国有企业转向国有
资本”“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转
变”“民富优先”“从基础领域到结构性
领域改革”“二次改革与二次转型”“消
费主导”“人民健康至上的治理理
念”……一项项高质量、有价值、可操
作的思想产品和研究成果的产生，影
响改革决策，形成改革共识，对我国改
革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改院为改革开放的建言献策
做了非常突出的贡献，展现了非常广
泛的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
长、党组成员赵奇说。

放眼国际 探索开放
“中改院为什么要设立在海南？”

1993年，迟福林前往德国考察时听到
的这个问题，是30年来他多次被问到
的问题。

“在海南办院，是中改院成功的重
要条件。”再次回答这一问题时，迟福
林给出了这一答案。

1991年，中改院在海南经济特区
的热土之中孕育而生。筹备建院时，根
据“立足海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
办院宗旨，迟福林设计了中改院的院
徽：深蓝色圆球，衬着三条有力的线条，
其中，深蓝圆球代表海南岛，三条线寓
表立足海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建院第一天，中改院便召开了“海
南对外开放战略研讨会”，这次研讨会
的重要贡献在于进一步明确了海南的
唯一选择就是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坚定不移地实行“大开放”的方针。

“30年来，中改院从未忘记‘立足海
南’这个办院宗旨，也从未放弃对海南改
革开放事业的追求与探索。”迟福林说。

建院以来，中改院围绕海南改革
开放和发展进行了大量前瞻性、战略
性和储备性的政策研究。无论是在建
院之初形成的《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
可行性研究报告》，还是世纪之交前后
提出的“以产业开放拉动产业升级”

“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再到提出“以
更大开放办好最大经济特区”，以及为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言，都在服务海南

开放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中，为了抓

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省政府批复同意
由中改院牵头成立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研究院。深感责任重大的中改院人，
全身心投入到建言献策等工作中，力争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2018年以来，中改院先后形成海
南问题研究成果106份，其中政策建
议64份、研究报告37份、出版物5本，
举办学术活动30余次，有效推动了海
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建设自由贸易港、走向‘大开
放’，这是海南的希望与出路，也是中
改院立足海南 30 年一直追求的事
情。”迟福林说，中改院将继续从国际
化等多方面着手，全力为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提供智力支撑。

家国情怀 公益导向
“中改院创立30年，成为承传改

革精神的一个阵地和象征。”中国经济
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宋晓
梧表示。

专家称之为“改革研究基地”；媒
体将他们的经验评价为“中改院现
象”；社会认可其为“重要改革智库”。

来自各方的积极评价，承载的是中改
院改革办院30年的成果，也是对中改
院精神的认可。

作为社会智库，中改院之所以成
为“学术重镇”和中国改革研究的重要
基地，30年来始终保持改革研究的激
情，归根结底来自中改院人的家国情
怀和执着精神。

向中央有关部委提交300余份政
策建议报告，发表改革研究论文2300
多篇，出版改革研究专编著360余部，
举办各类国际学术研讨会数百次
……这些成果，离不开中改院“小机
构、大网络”的运行机制，也离不开服
务改革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建院以来，中改院就倡导“四种精
神”：刻苦工作的敬业精神、团结协作
的团队精神、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锲
而不舍的创新精神，而且说干就干、干
就干好，在中改院推进各项工作中形
成了强大的推动力和引导力。

公益性一直是中改院始终坚持和不
断强化的基本导向。中改院密切跟踪研
究改革进程中的重大课题，主动为决策
部门提交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报告，为
改革培养高素质研究和实践人才。

自2012年起，中改院开展改革开

放史研究，以建设中国改革开放大数
据库为重点，逐步形成中国改革开放
史研究的独特特点。建设全国首个中
国改革开放数据库，自筹经费、开展抢
救性“口述改革历史”人物访谈，留存
珍贵历史资料，开展改革开放实物资
料收集，建设中国改革开放史料展，拍
摄系列纪录片。

中改院积极开展改革国际交流与
改革培训。例如，建院以来，举办了
87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举办各类培
训班237期，培训改革人才2万多人
次。有多个研讨会和培训班在全国是
第一次举办。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
命运的关键一招，我们更加看到在这
里所从事的工作具有崇高的价值，这
种付出具有社会价值、时代价值、历史
价值。”迟福林说。

在建院30周年之际，迟福林动情
地总结中改院30年：“海南是中改院
的‘根’，坚持‘以改革的办法办院’是
中改院的‘本’，家国情怀、执着精神是
中改院的‘魂’。”

这种精神和情怀，鼓舞着中改院
人笔耕不辍，积极为中国改革开放和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言献策。

这种精神和情怀，激励着中改院
人对标一流，持续打造高水平智库，满
怀激情迈入新的征程。

（本报海口10月31日讯）

从天涯发出声音 为改革开放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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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迹鉴定结果也证实举报信并非梁某
某所写，故该举报虽署名“梁某某”，但
实为冒名举报。经进一步核查，发现
民警张某某并未参与办理酒店特种行
业许可证和消防安全许可证相关业
务，也未发现其收受梁某某财物问
题。陵水县纪委监委经分析认为，针
对张某某的举报并非一般意义上的

“失实举报”，而是带有主观故意、企图
使他人名誉受损甚至受到法律追究的
恶意举报，已涉嫌诬告陷害违法犯罪，
遂依法将相关问题线索移送陵水县公
安局办理。

在陵水县公安局立案侦查期
间，海南某酒店管理公司后勤保障
部经理罗某某到公安机关投案自
首。经查，2020年至 2021年，梁某
某所经营的民宿因客人入住登记问
题，多次与酒店管理公司管理的小
区物业保安发生纠纷，张某某曾接
警处理过其中一起纠纷。其间，罗

某某认为张某某处理不公，产生报
复心理，遂于2021年 3月冒用竞争
对手梁某某的名义，捏造事实进行
恶意举报。

9月13日，陵水县公安局将罗某
某诬告陷害案依法移送县人民检察院
审查起诉。9月22日，罗某某主动在
《南国都市报》刊登“致歉声明”，向被
诬告的张某某公开道歉。10月9日，
陵水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罗某某
诬告陷害一案，认定罗某某的行为构
成诬告陷害罪，因其具有自首、认罪认
罚情节并主动在媒体上公开道歉，可
以从轻处罚，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十
个月、缓刑一年。罗某某当庭表示服
从判决、不上诉。

10月22日，法院判决生效后，陵水
县纪委监委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
保障条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做

好失实检举控告澄清工作的意见》等有
关规定，向张某某本人送达书面澄清
函，并通过陵水电视台、陵水廉政微信
公众号等媒体平台为其进行公开澄清。

二、分析点评
诬告陷害、恶意举报等行为严重

背离信访举报制度的初衷。诬告者无
中生有，捏造事实，作虚假告发，意图
陷害他人，使他人受到法律追究，不但
涉嫌违纪违法，甚至构成犯罪，具有很
大的社会危害性。对被诬告者来说，
他们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遭受旁
人异样的眼光，甚至家人和同事的误
解，导致名誉受损。对职能部门和社
会环境来说，诬告陷害行为不但扰乱
信访举报秩序，浪费执纪执法机关有
限的资源，而且严重毒化社会风气。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如果对诬告陷
害行为放任不管，必将严重挫伤党员

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破坏营商环
境和政治生态，进而影响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大局。本案中，罗某某为
泄私愤，假借竞争对手之名，捏造事
实、恶意中伤，以检举控告之名行诬告
陷害之实，妄图借助公权力达到诋毁
竞争对手和执法民警的“一箭双雕”目
的，因此受到法律制裁，实属咎由自
取。陵水县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
及时为受到不实举报者澄清正名，既
彰显了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的决心
态度，又体现了保障党员权利、为干部
担当负责的鲜明导向。

扶正祛邪方能激浊扬清。各级党
组织要在鼓励正当举报的同时，对诬
告陷害行为大胆“亮剑”。今年是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关键之年，也是地方各
级党委和国家机关换届之年，整肃诬
告陷害、恶意举报等不正之风对确保

换届工作顺利进行至关重要。各级纪
检监察和公检法等执纪执法机关要各
司其职、协调配合，将查处诬告陷害行
为与澄清正名工作有机结合、一体推
进，对诬告陷害行为出重拳、亮利剑，
尤其是对借换届之机搞造谣诽谤、诬
告陷害的，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决
不姑息手软，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追
究法律责任，让别有用心者受到严厉
惩处、付出沉重代价，坚决刹住“乱告
状”“告黑状”的歪风邪气。同时，要公
开为受到诽谤、诬告、严重失实举报的
党员干部澄清正名，旗帜鲜明为清白
无辜者“兜底”“壮胆”，坚定不移为干
事创业者“撑腰”“站台”。要严明党的
纪律、维护法律尊严、彰显公平正义、
树立正确导向，严惩诬告者、保护无辜
者、重用实干者，真正让党员干部感受
到组织的严管和厚爱，激励全省党员
干部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担当尽
责、积极作为，齐心协力推进海南自贸
港建设。 （省纪委监委）

向诬告者亮剑 为清白者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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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作风整顿建设主题，自查自纠存在的顽瘴痼
疾、开门纳谏反馈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众人面前大谈自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错
误，略带“火药味”的自我批评，成了本次剖析会的

“精彩片段”。
为让典型剖析会形式更加丰富、内容更有深

度，省旅文厅还邀请了在作风整顿建设中做得比
较好的单位负责人谈经验、话感想，对下一阶段工
作起到激励作用。

在会场，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为优化边远地
区广播电视覆盖效果，省旅文厅广播电视科技管
理处跑遍全省广播电视收视边远地区的88个乡镇
473个村庄，挨家挨户排查群众收视存在困难情况
并予以解决；为改变我省旅游“东热西冷”现象，省
旅文厅国内市场和节庆活动处深入调研，组织网
络红人、大型旅游团等赴中西部市县开展旅游专
题踩线等活动。今年1至10月，中西部8个市县旅
游人次和旅游收入均实现大幅度增长……

“好”与“差”一起摆上桌面，参会人员敞开心
扉、各抒己见。在肯定与批评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问题，同时做到红脸不翻脸，揭短不变味，肝胆相
照，实事求是。

放得开、讲得开，不藏着掖着，找问题直接明
了、触及实际，提意见一针见血、准确到位。省旅
文厅党组书记林光强说，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大家坦诚相待、畅所欲言，紧紧围绕分管工
作，认真检视反思，剖析问题，说出了平时不敢说
的心里话。”林光强表示，当前我省旅文系统在党
史学习教育、作风整顿建设、“查堵点、破难题、促
发展”等3项活动中取得了初步的阶段性成效。
但有些单位和干部在作风建设方面仍存在一些不
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视而不见、听而不
闻、任其滋长漫延，其危害将十分严重。

“这次作风整顿，绝不能‘一阵风’‘雨过地皮
湿’，必须紧盯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整改到
位。”省旅文厅厅长孙颖在会上提出要求，要面向基
层、面对企业强化作风建设，优化营商环境；要持续
改进厅系统工作作风，高质量完成工作目标任务；
针对“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中提出的问题，
要以问题为导向，扎实推进作风建设走深走实。

知不足而奋进，如何强化责任、真抓实干、推
动问题整改走深走实？相关负责人的表态可见一
隅。省体育赛事中心成立了审计整改工作小组，
将于本年内完善内控制度体系，结合赛事实际，细
化招投标、合同签订、资金拨付等制度，严控各个
环节，扎紧制度的笼子；省旅游学校将定出明确的
时间表、路线图、整改科室、科室负责人、分管领导
和整改时间等，确保问题解决得到有效落实；省民
族博物馆将把工作实绩和年终奖励性绩效挂钩，
对因工作不严不实导致的失误、失职等行为，进行
严格追责问责。

刀刃向内 揭短亮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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