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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儋州粽子文化推广季

新华社贵阳6月19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18日上午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
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对

“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十三
五”时期是我们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时间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
在贫困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握
时间节点，努力补齐短板，科学谋划好

“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
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

习近平在贵州调研期间专门主持
召开这次涉及武陵山、乌蒙山、滇桂黔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座谈会。

会前，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同与会的省区
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到贵州毕节
市的一个县了解了当地扶贫开发实际
情况。

座谈会上，汪洋汇报了贵州扶贫
考察情况，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湖南
省委书记徐守盛、广西壮族自治区党
委书记彭清华、 下转A03版▶

习近平在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强调

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
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陈蔚林 张谯星）今
天，海南省青年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和海南
省学生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海口召开。省委副书
记李军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海波，副省
长何西庆，省政协副主席丁尚清出席会议。

会议总结了省青联第五届全委会、省学联第五届
委员会过去五年的工作，研究部署了今后的工作，选
举产生了省青联新一届领导班子和省学联第六届委
员会成员团体，曾锋当选省青联主席，李一纯当选省
学联主席。

李军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大会的
胜利召开以及新当选的青联、学联委员表示祝贺。他
与青年、学生进行了互动，谈创客、话创业。他说，年轻
人更有梦想、更有闯劲、更具勇气，最富有创新意识、创
业激情、创造潜力，当创客、谋创业要趁年轻时。年轻
的海南具有后发优势、生态优势，是大众创业的热土，
也是年轻人创业立业的沃土。希望省青联、学联充分
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团结全省青年组织担当实干，对
创客悉心服务、真诚帮助，使海南涌入更多的创客、产
生更多的创客，成为活力迸发的创业岛、魅力四射的

“创业天堂”。

省青联第六届委员会
全体会议和省学联
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
李军出席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中国共产
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
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
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
产党第十三届、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书记，第八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长乔石同志的遗体，19日在北京八宝山
革命公墓火化。

乔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
6月14日7时0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
岁。

乔石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
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
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
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乔石
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
示深切慰问。

19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
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乔石同
志”，横幅下方是乔石同志的遗像。
乔石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
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
旗。

上午9时许，习近平、李克强、张德
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胡锦涛等，
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乔石同志的遗体
前肃立默哀，向乔石同志的遗体三鞠
躬，并与乔石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
慰问。江泽民在外地送了花圈，对乔石
同志逝世表示哀悼。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
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
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乔石同志生前
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乔石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乔石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

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乔石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胡锦涛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江泽民在外地送

花圈表示哀悼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刘操）
今天下午，省人大常委会食品安全法执
法检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省
政府及相关部门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的
情况汇报。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2015年工作要
点和监督工作计划的安排，省人大常委
会组织执法检查组，将对全省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情况进
行检查。这是省人大常委会自2009年
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以来，开展的第三
次执法检查。

据了解，省人大常委会对此次食品
安全法执法检查工作非常重视，这次执
法检查由3位副主任带队，15位省人大
常委会委员和教科文卫工委委员参加。

执法检查组将对海口、三亚、琼海、
文昌、五指山、澄迈、临高、定安、屯昌、昌
江、琼中、白沙等12个市、县进行检查。
执法检查组将采取听汇报、召开座谈会、
实地考察、抽样调查等多种形式，了解食
品安全法实施的真实情况和存在的问
题。 下转A03版▶

省人大常委会
启动食品安全法
执法检查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李佳
飞）记者今天从海口市中招工作会议
上获悉，今秋海口普通高中计划招生
10950人，职业学校计划招生10025
人，全面取消择校生，志愿填报时间为

6月27日至7月6日中午12时。
据悉，今年海口市初中毕业生学

业水平考试报名总人数为22983人，
共设19个考点。与去年相比，今年取
消了义龙中学、琼山二中考点，新增设

海口一中初中部、琼山中学初中部、金
盘实验学校考点；英语考试时间由去
年的10：20-11：50改为10：30-12：
00；并且，考生进场时增加了手持金属
探测器安检环节，每个考场配一名女

性监考员，规定对女性考生实施检查
时，必须由女性监考员进行。

中考时间为6月25日至26日。考
生在考试后估分填报志愿，各校将于7
月7日至7月10日核查考生志愿信息。

海口今年中招全面取消择校生
今秋普通高中拟招10950人 6月27日起填报志愿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吴晓
笙）记者从海南省扶贫办了解到，我省近日出台了《贫
困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
核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针对五指山市、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
临高县等5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市县党委、政府
领导班子和主要领导，考核结果将与其选拔任用直接
挂钩。

据了解，从今年开始至2020年，每年1月至2月
将由省委组织部和省扶贫办组织实施考核，在贫困市
县和省级相关单位提交的扶贫开发考核指标数据上，
从扶贫成效、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基本生产生活条件
和公共服务、投入和管理、党建、组织领导等方面进行
调查核实。

记者注意到，在《办法》的经济发展考核标准中，取
消了对贫困市县的GDP考核指标，而有意增加了特色
优势产业增收的指标权重。通过围绕培育和壮大特色
优势产业，来引导贫困市县立足“品牌”资源和产业基
础，促进特色农业增收，以达到脱贫致富的目标。同
时，生态保护考核力度的加大，增加落实和完善生态补
偿机制考核指标，也是《办法》的亮点之一。

下转A03版▶

我省取消贫困市县
GDP考核指标

➡ 6月19日，乔石同志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克强、张
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胡锦涛等前往八宝山送别，江泽民在外地送花圈表示
哀悼。这是习近平与乔石亲属握手，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本报海口6月 19日讯（记者侯小
健 通讯员孙祥祥）端午节小长假大幕
即将开启，铁路部门正紧锣密鼓备战端
午客运。今起东环高铁提前迎来节日
客流高峰，海口东站今天单日发送旅客
达到1.58万人次。

海口火车东站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明天就是端午节，很多旅客选择今天乘
坐动车返乡过节，因而，带旺了东环客
流。从中午起，东环客流明显增加，主
要以探亲流和学生流为主。至下午17
时30分，海口东站至三亚站方向车票已
售罄。 (相关报道见A02版)

东环铁昨日迎来
端午客流高峰
海口东站发送旅客近1.6万人次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周元）
今天，省委书记罗保铭主持召开省委
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深改组第
十三次会议等重要会议精神，强调要
倍加珍惜海南被列为全国唯一的省域

“多规合一”改革试点，以及海南在国家
“一带一路”中作为战略支点的重大机
遇，进一步统一思想、实干担当，高质量
制定“十三五”规划，扛起改革开放排头
兵的特区使命，服务国家大局，推动海
南绿色崛起、协调永续健康发展。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赐贵，省委副
书记李军，省委常委许俊、马勇霞、李
秀领、毛超峰、孙新阳、刘新、陈志荣、
张琦、胡光辉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此次海南被列为全国
唯一的省域“多规合一”改革试点，是
继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后，我省又一次
扛起国家重点改革试点的担当，充分
体现了中央对海南的高度信任。对海

南而言，这也是实现绿色崛起、协调永
续健康发展的重大机遇，是海南争当
改革开放排头兵的重要实践。会议强
调，海南“多规合一”工作列入国家改
革试点来之不易，全省上下要倍加珍
惜，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成合力、实干
担当，把“多规合一”工作做实做好。

会议强调，试点能否迈开步子、趟
出路子，直接关系改革成效。我们要
科学编制规划、严格管控规划，多创造
有益的改革经验和可示范、可复制的
创新做法，发挥好试点作用。会议指
出，“多规合一”不是规划的简单拼凑，
而是严格按照中央要求，在“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下，主动适应经济新常
态，主动适应从严治党新常态，坚持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严守生态底线，严格
产业门槛，编制好、规划好海南的发展
蓝图，坚持“一张规划蓝图干到底”。
同时，制定实施好“多规合一”，必须以

良好的干部队伍作风作保障。各级领
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积极践行“三严三
实”，推进“多规合一”出亮点、见成效。

会议就海南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海南
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担负
着重要的职责使命，这也是海南进一
步扩大开放、加快发展千载难逢的机
会。海南要结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规划的具体分工，加快沟通衔接，抓紧
完善我省的具体实施方案和项目策
划，特别要积极建设南海资源开发服
务保障基地和海上搜救基地，加快三
亚新机场和临空产业园区项目建设，
大力发展蓝色经济，要把博鳌亚洲论
坛的品牌做优用足，积极为国家大局
服务、为海南扩大开放服务。

会议研究了省委“十三五”规划原
则意见起草工作，指出科学制定海南

“十三五”规划对全面落实中央“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实现海南科学发展、
绿色崛起意义重大。我们要以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顺利
实现，来倒推海南“十三五”规划的经
济社会发展指标，各相关部门和单位
要以高度的责任感，逐一推敲、优化优
选，策划一批事关海南长远发展的重
大项目，为海南协调永续健康发展打
下坚实基础。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农村基层党
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中国共产党党组
工作条例（试行）》。审议并原则通过
了《关于审批海南省公务用车制度改
革总体方案及相关配套文件的请示》
《海南省高层次人才医疗保障实施办
法（送审稿）》。

会议研究了省委六届八次全会议题。
会议还研究了其它事项。
部分省领导以及我省有关单位负

责人列席会议。

罗保铭主持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精神

抢抓“多规合一”“一带一路”重大机遇
实干担当推动海南协调永续健康发展

刘赐贵李军出席

A股暴跌击穿4500点
沪综指创七年来单周最大跌幅，两市
近千家个股跌停

著名电影导演
谢铁骊病逝
享年90岁

A08版 娱乐新闻

德国莱茵TüV集团入驻罗牛山农产
品加工产业园

海南有了第三方食品
安全检测机构

A02版 海南新闻

亮点

取消贫困市县GDP考核指标

增加特色优势产业增收指标权重

加大生态保护考核力度

增加落实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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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评论员

6 月 19 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
议对海南省域“多规合一”改革试点、
参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分工等
事宜进行了专题研究。“多规合一”改
革试点和“一带一路”规划分工，都关
乎海南长远发展。我们一定要担当实

干，奋发有为，勇敢承担新的国家使
命，牢牢抓住新的历史机遇，推动海南
绿色崛起、协调永续健康发展。

抢抓机遇，必须统一思想，充分
认识到“多规合一”改革试点、“一带
一路”规划分工对海南的重要意义。

“多规合一”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
一项重点任务，海南是开展省域“多

规合一”改革试点的唯一省份。这意
味着中央又一次赋予了海南重要改
革使命，也使海南又一次实质性地站
在了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位置上，意义
重大。根据“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分
工，国家在南海油气资源开发、发挥
博鳌亚洲论坛作用、加大国际旅游岛
开发开放力度、强化三亚国际门户机

场功能等方面都点明了海南的任务，
尤其是在建设南海资源开发服务保
障基地和海上救援基地方面，海南被
明确为唯一省级牵头单位。这些都
清清楚楚地界定了海南在“一带一
路”国家战略中的方位和使命，机遇
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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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抓住新的历史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