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 渊数字记者 叶娇冤
商报记者 2 日从海南廉政网获悉袁日
前袁儋州市纪委尧市整治办对儋州市鹿
母湾林场保卫干事王清来国庆期间公
车私用问题进行全市通报遥

经查袁 2014年国庆节期间袁王清来
在执行公务中袁不严格执行节假日车辆
管理规定袁擅自驾驶儋州市鹿母湾林场

公务用车渊琼 C24889冤回那大家里办私
事袁并接送其表哥往返于鹿母湾林场与
和庆镇木排林场尧和岭农场遥
根据叶海南省野庸懒散奢贪冶行为问

责办法渊试行冤曳和叶儋州市治理干部队
伍中野四风冶问题暂行办法曳等有关规
定袁儋州市纪委尧市整治办决定袁对王清
来公车私用问题全市通报批评遥

商报讯渊记者 王辉冤12月 2日上午袁由海南省
委宣传部指导袁 海南省通信管理局等部门支持的
凯迪网络海南百姓家谱平台上线发布仪式在海口
举行遥不管您贵姓袁今后都再也不用全国各地跑去
修家谱了袁只要登录渊www.100jiapu.com冤后袁坐在
家里鼠标一点就可搞定遥
凯迪网络肖增建介绍袁 新上线的百姓家谱平

台时称袁这个平台是基于互联网的现代续修家谱袁
将以众包的互联网模式快速实现家族人人编纂尧
互相串联互相勘误修订尧 以小家庭互相衔接成宗
亲族群遥
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平义真表示袁 百姓家谱

是新型互联网文化产品袁 也是省委省政府和通管
局一直鼓励并倡导的新型电信业务遥 希望通过互
联网修谱这一项工程袁 能够重新唤起国人对家庭
的重视和传承袁 重新唤醒群众在互联网时代的人
际冷漠关系遥

商报讯(记者 丁铭 特约记者 陈志强)如何站
在领导干部的角度袁 解读十八大四中全会所提的
依法行政钥如何依法解决矛盾纠纷钥如何做群众满
意的政府钥是当前各地政府急需学习的内容遥12月
2日下午袁白沙县 300多名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在
同心窑山东律师团的精彩讲解下袁听到了一堂生动
难忘的法律课遥

据介绍袁今年白沙县被确定为全国第二批野同
心窑律师服务团冶帮扶县后袁由山东省统战部尧司法
厅尧律师协会组成野同心窑山东律师团冶首次到白沙
进行对口帮扶尧开展法律咨询尧法律宣传尧法律讲
座等一系列的法律帮扶服务遥

当日下午袁 白沙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告诉听课
的领导干部袁山东律师团成员温江鸿尧王玉亮尧高
月明尧韩萌尧王德勇尧李连详尧陈静等 7位律师得知
白沙没有法律方面的书屋后袁 当即决定捐款 5万
元袁建白沙同心法律书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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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渊驻东方记者 吴平 通讯员 倪德云冤东
方市委市政府把野菜篮子冶建设作为一项为民办实
事来抓好落实袁坚持以常年蔬菜基地建设尧平价商
店建设作为工作重点袁进一步加大财政扶持力度袁
着力抓好生产袁搞活流通袁确保野菜篮子冶产品供应
和价格基本稳定遥
为了确保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袁 东方市制定

野菜篮子冶工程建设规划袁力争三年内达到常年蔬
菜种植用地 1万亩袁蔬菜自给率达 75%遥 对此袁东
方市财政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袁2013年共投入
野菜篮子冶 工程建设资金 4455万元袁 占新增财力
2.028亿元的 22%袁并整合各部门资金 878万元扶
持野菜篮子冶工程建设曰今年计划投入野菜篮子冶工
程建设资金 4113万元袁1-9月已投入 3116万元遥

在全面推进野菜篮子冶工程建设的同时袁东方
市突出抓好平价商店建设袁确保野菜篮子冶产销对
接遥 2013年袁东方市补贴资金 91.51万元建设平价
商店袁共完成两家平价商店建设任务遥2014年计划
投入 218.6万元补贴平价商店建设袁 目前已补贴
20多万元袁建设 4家平价商店遥

罗保铭会见中办国办联合督查组成员

崇尚实干狠抓落实破解难点问题

商报讯渊记者 曾传东冤从昨日起袁中央办
公厅尧 国务院办公厅第五联合督查组来海南
就我省贯彻落实党中央尧 国务院重大决策部
署情况开展督查工作遥省委副书记尧省长蒋定
之昨日上午主持召开汇报会袁 向督查组汇报
省委省政府落实党中央尧 国务院重大决策部
署情况遥督查组组长尧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林念修出席汇报会遥

林念修首先介绍了此次督查的重要意
义尧重点内容和工作要求遥 他说袁根据党中央
统一部署袁 中办国办联合督查组将对近一年
来党中央尧 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
署在海南的贯彻落实情况开展全面督查遥 这
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袁 是推动重大决策部
署取得实效的重要举措和破解难点问题的重

要途径袁也是营造野真抓实干尧狠抓落实冶工作
氛围的重要措施遥此次督查的主要内容是袁突
出全面深化改革工作部署的落实情况袁 看重
点改革任务是否取得突破曰 突出稳增长政策
措施的落实情况袁看经济运行是否平稳健康曰
突出调整经济结构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袁 看转
型升级是否有新进展曰 突出惠民生政策措施
落实情况袁看人民群众是否真正受益遥督查组
将通过听取汇报尧走访座谈尧实地查看尧随机
抽查等方式袁做到野基层一线走到尧真实情况
看到尧群众声音听到尧存在的问题找到冶遥他要
求海南各级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督查工作袁
严格落实有关督查要求袁真实反映客观情况袁
推动党中央尧 国务院各项重大决策部署落到
实处尧取得实效遥

蒋定之在汇报时说袁中办尧国办组织联合督查
组来海南对党中央尧 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贯
彻落实情况进行全面督查袁 充分体现了党中
央尧国务院对海南工作的关心和支持遥海南坚
决按照中央要求袁认真接受督导检查袁高度重
视督查组指出的问题袁 把海南的各项事情办
得更好遥
蒋定之从七个方面向督查组汇报了今年

来海南贯彻落实党中央尧 国务院重大决策部
署情况遥 他说袁省委省政府把今年确定为野深
化改革年冶袁 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尧财
税金融体制改革尧农村改革和国资国企改革尧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 71项重点改革事项袁全
面深化改革实现良好开局曰 面对经济下行压
力持续加大和两次强台风袭击袁把稳增长尧调

结构尧转方式有机结合袁从海南欠发达基本省
情出发袁坚持扩投资项目袁努力扩大消费和外
贸袁打了一场抗风救灾尧生产自救的硬仗袁保
持了经济平稳健康运行曰 立足产业基础和优
势袁积极构筑海南特色的产业体系袁推动经济
结构优化升级袁 不断增强经济稳定性和可持
续性曰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袁稳步推进新
型城镇化尧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曰加大保障民
生和创新社会治理力度袁坚持野小财政办大民
生冶袁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袁社会大局保持稳
定曰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袁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保持全国一流水平曰 积极组织做好 野十三
五冶规划编制工作遥 蒋定之说袁海南省委省政
府对贯彻落实党中央尧 国务院的各项决策部
署袁认识是到位的尧态度是认真的尧措施是有

力的尧成效也是明显的遥但同时也存在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尧持续发展后劲不足尧经济稳定性
不强尧节能任务艰巨等突出问题遥
蒋定之表示袁 省委省政府将根据督导组

的反馈意见袁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袁认真研究
整改措施袁建立问题清单袁强化工作责任袁以
踏石留印尧抓铁有痕的精神袁确保党中央尧国
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在海南得到不折不扣地贯
彻落实袁把海南各项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有效遥
督查组还听取了海口市委市政府贯彻落

实党中央尧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情况汇报袁并
与有关单位进行了座谈交流遥
副省长李国梁袁省政协副主席尧省跨海办

主任赵莉莎袁 省政府秘书长胡光辉参加汇报
会遥

中办国办督查组来琼开展督查工作 蒋定之作汇报

建立问题清单 强化工作责任

博雅路 29号居民梁业琼反映袁博雅
路雨天严重积水袁导致居民出行困难曰街
道两边存在私搭乱建的行为袁 长期无人
监管曰违法养猪场恶臭投诉无门曰社区治
安无保障袁 居民无安全感等博雅路所存
在的造成市民生活不便的问题遥 她希望
有关部门能够重视并加以解决袁 给博雅

路居民一个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遥 海口
市义龙西路 3号业主们则反映居住环境
的问题袁业主们说袁义龙西路已经成为夜
宵尧烧烤一条街袁严重影响这条街上的住
户的休息遥 建议取缔义龙西路的夜宵摊袁
还市民一个空气清新尧安静的居住环境遥

程国福是一名还没找到工作的大专

毕业生袁他所学的专业是电子商务袁毕业
至今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人才市场找
工作袁苦于没有经验袁所以被企业拒之门
外遥 程国福建议袁希望政府能对像他这类
因刚毕业没有太多经验而找不到工作的
求职者提供一些帮助袁 让他们能尽早获
得工作岗位遥

东方推进菜篮子工程
前9月投入3116万元

山东律师团走进白沙
给300多干部上法律课

百姓家谱平台上线
鼠标一点即可搞定

海口 2015年为民办实事征集结束 94位市民提 153条建议

城市管理道路交通最受关注

商报全媒体讯渊数字记者 叶娇 通讯员 王明珠冤12月 2日袁海南廉政网发布消息袁日前袁海口市秀英区纪委对海口市丰南中学校长王绥联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遥
经查袁2012年袁王绥联在担任海口市新海学校校长期间袁为调任岗位袁向秀英区教育局原局长方某(已另案处理)予以财物遥 其行为已构成违纪遥
根据叶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曳的有关规定袁经海口市秀英区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袁给予王绥联党内警告处分遥

罗保铭对联合督查组来琼开展督查表
示欢迎遥 他说袁野一分部署袁九分落实冶袁此次
督查充分体现了中央抓落实的坚定决心和
态度袁体现了中央对海南工作的关心尧支持袁
对我们是一种巨大鼓舞和鞭策遥

罗保铭说袁今年以来袁省委尧省政府紧
紧围绕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
中尧 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袁认真落实党中央尧国务院一系列重

大决策部署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重点袁狠抓
稳增长尧调结构尧惠民生尧防风险等各项工
作的落实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遥特别是深化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袁简政放权袁极大改善了
投资环境曰深化资源管理体制改革袁提高对
土地尧林地尧岸线等重要资源的管理集中度
和透明度袁优化了资源配置袁为可持续发展
留下空间和后劲曰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小城
镇袁 带动了乡村游袁 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就

业遥 他表示袁我们将以此次督查为契机袁对
发现的问题袁高度重视袁认真整改尧切实解
决遥 同时希望督查组就调整完善购物免税
政策袁 更加充分发挥国际旅游岛这一优惠
政策予以重点关注遥

林念修说袁根据中央统一部署袁联合督
查组将通过听取汇报尧召开座谈会尧实地调
研等方式袁对近一年来党中央尧国务院出台
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开展全面

督查袁重点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重大改
革任务是否落实袁稳增长尧调结构尧惠民生各
项举措是否到位袁以及野十三五冶规划前期工
作准备情况袁以此推动破解重大决策部署落
实中的难点和问题袁营造野崇尚实干尧狠抓落
实冶良好氛围遥
副省长李国梁以及省委尧省政府有关部

门负责人参加会见遥

商报讯渊记者 王辉冤海口市委市
政府通过报纸尧电视尧网站等形式面
向社会征集 2015年为民办实事事项
活动袁引起了市民的广泛关注遥 截止
活动结束的 11月 30日袁 共有 94位
市民就社会保障尧文化教育尧医疗卫
生尧城市管理尧生态保护尧公共交通尧
市民生活服务尧三农等方面袁提出各
类意见建议 153条袁其中袁城市管理尧
交通等方面最受市民关注遥 据了解袁
今年的海口市为民办实事事项在全
力推进下已经基本完成遥此次征集活
动结束后袁市政府工作人员将对老百
姓提出的这些意见建议进行认真梳
理袁精心归纳袁以作为确定 2015年为
民办实事的重要参考遥

市民武军先生就海口的交通问题提
出袁尽快扩建金垦路尧在龙昆南大转盘处
修建人行天桥或地下通道尧 海口市路名
混乱袁应加以规范改正尧建议将各菜市场
周边的道路进行整治袁还路于民尧开通迎
宾大道火车东站到机场这条路两边的路

灯遥 海口市民张先生也就交通问题提出
自己的看法袁他认为袁海口市滨河路往龙
昆北路车辆和人流量大袁 上下班高峰极
为拥堵遥 建议尽快在龙华区政府门前的
排洪沟两侧形成两条单行线袁 以减轻龙
昆北交通压力遥

市民祁克勤认为袁打造野四宜三养冶
最精最美省会城市是全市人民共同的责
任担当遥 城市越发展袁越需要加强管理袁
管理与发展同等重要遥 建议袁应加强海口
在规划管理尧资源管理尧环境管理尧交通
管理尧社区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力度遥

排洪沟两侧应建成两条单行线 城市管理应跟上发展

王绪孟是一名乡村医生袁他说袁农村
卫生室做为三级卫生服务网的网底袁是
农村居民的健康守门人袁 与镇卫生院共
同承担着国家十二项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遥 但农村卫生人才匮乏袁其根本原因就
是待遇不高遥 他曾在报纸上看到有关野政
府将于 2014年底推行镇村卫生服务一

体化管理袁乡村医生身份将转为公家人冶
的报道袁这让他感到振奋袁希望尽早落实
政策袁将乡村医生身份转为野公家人冶遥

王勇合先生反映了关于海南农产品
滞销的问题遥 他表示袁海南农产品滞销绝
非质量不行袁原因总的来说有四大病根袁
盲目扎堆种植尧相关信息闭塞尧运输成本

高昂和气候因素遥 除去客观因素不可避
免袁政府应积极调控人为因素袁从而避免
农产品滞销的问题遥 他建议袁建立农业资
源数据库袁通过专业精准的数据加工尧整
理尧 分析对农产品进行从种植到销售的
全方面科学管理袁 为农户提供全方面的
信息袁从而避免出现农产品滞销的情况遥

乡村医生身份应转为野公家人冶 建立农业资源数据库

取缔义龙西路夜宵摊 就业保障应关注刚毕业大学生

为调任岗位贿赂区教育局长
海口丰南中学校长王绥联被党内警告

商报全媒体讯 渊数字记者 叶娇冤
商报记者 2 日从海南廉政网获悉袁日
前袁儋州市纪委监察局对儋州市兰洋镇
原党委委员尧人武部长符志良严重违纪
问题进行立案审查遥

经查袁2013年袁符志良无正当理由
经常旷工袁2014 年累计旷工达 53 天遥
根据有关规定袁 儋州市纪委监察局决
定袁并经儋州市委批准袁给予符志良开
除党籍尧开除公职处分遥

儋州兰洋原党委委员尧人武部长被双开严重违纪

儋州鹿母湾林场一保卫干事被通报批评公车私用 商报全媒体讯 渊数字记者 叶娇 通
讯员 张质珍冤 商报记者 2日从海南廉
政网获悉袁日前袁白沙县纪委对邦溪镇
邦溪村委会南牙一队队长符志坚违纪
问题进行立案审查袁对打安镇合水村委
会地宝村村民小组组长符世德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遥

经查袁符志坚在担任邦溪村委会南
牙一队队长期间袁 将南牙村一队 1.78
亩的集体征地补偿款 61341.00元存放
个人账户袁在资金来往过程中袁随意坐

支遥 其行为已构成违反财经纪律错误遥
根据有关规定袁经县纪委常委会讨论决
定袁给予符志坚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遥

经查袁符世德在担任合水村委会地
宝村村民小组组长期间袁收取村集体资
金未入账袁私分集体资金并将部分资金
占为己有遥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违法
并涉嫌犯罪遥 依据有关规定袁经县纪委
常委会讨论决定袁给予符世德开除党籍
处分遥符世德涉嫌犯罪问题由司法机关
继续依法查处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数字记者 叶娇冤
商报记者 2日从海南廉政网获悉袁三亚

港务局党委委员尧副总经理温雄恒涉嫌
违纪违法袁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遥

三亚港务局党委委员尧副总经理被调查涉嫌违法

白沙两名村干部被查挪用集体资金

商报讯渊记者 叶娇冤昨
日上午袁 省委书记罗保铭
在海口会见了国家发改委
副主任林念修率领的中央
办公厅尧 国务院办公厅联
合督查组一行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