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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

部、省文体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
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案件线索
举报。我们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
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定期通
报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
行政执法总队）、66810531（省记
协），举报邮箱：hnxwjb@163.
com。

省委宣传部省文体厅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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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
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表示，文艺事
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
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

习近平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
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
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
优秀作品。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
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
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
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
给人民。

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
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
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
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
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
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
餐式消费的问题。文艺不能在市场经
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
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
生命力。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
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

乐。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
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
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
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
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
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
的关键。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
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
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
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习近平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
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
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
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
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
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习近平指出，文艺工作者要想有
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
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
牛。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

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
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
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艺
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
踩坚实的大地。

习近平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
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
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
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
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
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
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习近平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
时代的精神。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
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
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
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
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
萎靡之风。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
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
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
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

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把爱国
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
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
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
的骨气和底气。

习近平强调，追求真善美是文艺
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
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
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
的美。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
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
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
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
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
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
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

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
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
根基。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要把文艺工
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贯彻好党的文艺
方针政策，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

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日
上午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
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
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
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
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
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
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
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
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
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
蓬勃迈向未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座谈会。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文昌市第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决定

任命何琼妹为
文昌代理市长

南国都市报10月15日讯（记者
王渝）10月14日，海南省文昌市第
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三次
会议。会议经过审议决定，任命何
琼妹为文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
理市长。

何琼妹对自己到文昌工作的初步
想法做了发言。她表示，当前文昌正
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时刻，深感责任
重大，将在省委省政府、市委的领导
之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强有力的
监督之下，在同志们的关心帮助下，
依靠全市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持，虚心
学习，深入调研，为百姓办好实事，
特别是加快灾后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
工作，不负使命、不负重望，以勤勤
恳恳，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不断推动
文昌的经济发展。

何琼妹，女，1969 年 5 月出
生，海南海口人，汉族，研究生学
历，经济学博士学位，高级审计
师，1991年7月参加工作，1999年
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审
计厅经贸审计处副处长、财政审计
处副处长，省审计培训中心主任
（正处级），省审计厅综合办公室副
主任（借调）。省审计厅副厅长、党
组成员兼纪检组组长，2014年10月
任海南省文昌市代市长（副厅级）。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5 日讯
（记者 孙学新）违规用公款发放
月饼；有工作人员长期不上班；

“三公经费”支出较大；干部工作
重使用轻管理，没有建立相应责
任追究机制……记者今天从有
关部门获悉，针对省委巡视第三
组在对省财政厅巡视时发现的9
个问题，省财政厅已逐个进行整
改落实，其中两名工作人员长期
不上班被辞职辞退。

省委巡视第三组此前巡视省
财政厅，发现该厅在党风廉政建
设、选人用人和民主集中制、干部

作风和纪律建设等方面，存在机
关财务制度执行不严；评审中心
内部建设管理存在漏洞；财政资
金分配管理不够规范透明；预算
工作透明度不够；干部工作重使
用轻管理；将国库及其他财政存
款转作定期存款没有严格遵守相
关决策原则；2013年“三公经费”
支出比较大；省财政国库支付局
违规用公款发放月饼；相关工作
人员长期不上班等9个问题。

对于发现的问题，省财政厅
已全部整改落实。其中，针对机
关财务制度执行不严的问题，省

财政厅已召开专题会议，全面清
查个人公务借款。截至今年初，
除陈立华在海口监狱服刑，其所
欠9.78万元继续挂账外，其它部
分已全部清偿。

针对2013年省财政厅“三公
经费”支出比较大问题，省财政
厅在整改中，已清理领导干部办
公用房，共腾退办公用房12间
332㎡，同时，加强对“三公”经费
支出的管理与监控。今年1至8
月，省财政厅（含下属事业单位）

“三公经费”支出161.4万元，比
上年同期下降71.7%。

针对省财政国库支付局违
规用公款发放月饼的问题，相关
责任领导已在民主生活会上深
刻反思，就此事件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

针对省财政厅属国库支付
局段美茹、王力军长期不上班的
问题，省财政厅在前期调查的基
础上，约谈段美茹、王力军，段美
茹于2013年底提出辞去公职要
求，经财政厅党组研究同意，该
同志已于今年1月正式辞职。王
力军已经财政厅党组研究决定
将其辞退。

整改9个问题 2人长期不上班被辞退
省财政厅

南国都市报 10 月 15 日讯
（记者孙学新 通讯员张笃鹏）定
安县近日派出4个督查小组，采取
突击检查、查阅记录、现场抽问、
电话查问等形式，对该县10个镇
和88个县直部门（单位）进行了

暗访和突击检查相关工作纪律。
6家存在“不干事”和“慢作为”现
象的单位，被通报批评和扣分。

据通报，定安县工信局、县
水务局、县林业局由于工作人员
上班时间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根据《定安县干部作风建设倒扣
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进行扣
分处理，扣上述单位各1分。新
竹镇由于未按时组织学习相关
文件方案，翰林镇、岭口镇由于
未及时制定配套的干部作风建

设管理细则，各被扣3分。
定安县下一步将加大督力

度，县委督查办将定期或不定期
的组织深入开展明察暗访工作，
对抓落实不到位的单位进行通
报批评和扣分。

定安

“不干事”“慢作为”6单位被通报批评

南国都市报 10月 15 日讯
（记者孙学新）记者获悉，针对省
委巡视第四组进驻临高县巡视
发现系列问题，临高县下大气力
重点开展8个方面的专项整治，
并公布了具体的整改情况。

针对巡视组发现的突出问
题，临高县委狠抓整治，从党风
廉政建设、农村土地管理、农村
基层组织建设、人事管理、历史
遗留化解、社会治安、作风建设、
执行民主集中制等8个重点开展
专项整治工作。

临高县纪委根据巡视发现的
问题，初核发现存在违纪事实20

件，转立案20件38人，结案27
件，给予党政纪处分51人，挽
回经济损失172.8万元。该县先
后查处了县社保局原局长梁某
某、县人社局分管领导占某某和
干部王某某失职渎职造成社保资
金损失130万余元渎职案，县海
洋渔业局副局长邓某某受贿80
余万元案，县公安局副局长张某
受贿、西门派出所所长王某受贿
渎职等司法系统系列案等一批大
要案件。临高县检察院立案侦查
贪污等职务犯罪案件8件9人，
提起公诉11件13人，审判机关
已作出判决9件11人。

人事管理方面，规范工资待
遇管理，先后清查纠正工资、福
利待遇发放不规范人员 4348
人，纠正乱套改工资行为 247
人；清理停发18名被开除公职、
已解除劳动关系仍领取工资人
员的工资；停发310名超龄未办
理退休人员工资；停发违规领取
新农保、城居保和职保养老待遇
人员2086人；停发违规骗取参
保资格人员养老金243名；清理
死亡冒领养老金201人，及时停
发死亡人员领取待遇253人。

社会治安方面，今年先后抓
获2个涉黑涉恶犯罪团伙头目和

骨干成员27人，收到了极大地震
慑作用。侦破“两抢一盗”案件
62起，打掉“两抢一盗”团伙 8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4人；破获
贩毒案件47宗，抓获贩毒嫌疑人
50个及吸毒违法嫌疑人534个；
破获涉及西环高铁建设项目刑
事案件4宗。

作风建设方面，临高县委常委
会带头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严格控
制“三公”经费支出。今年1至7月
该县“三公经费”支出同比下降
48.4%，其中公务接待费用同比下
降 85.1%。全县会议经费减少
174.75万元，同比下降42.83%。

临高

开展8大专项整治 一批公职人员被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