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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聚焦聚焦

近日，松涛水库进入枯水期，边坡露出黄土，经监测库区水位每天下降5厘米，较去年同期相比，库容减少9.321亿立方米。为了保障洋浦、澄迈老城开发
区工业及城市生活用水，省松涛灌区管理分局实行科学管水，控制每日出水量。 本报记者 苏晓杰 特约记者 吴文生 通讯员 王荣 摄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陈蔚林
见习记者陈洁锋）今天上午，省委宣传部召
开学习教育工作会，宣布该部门“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自今日起正式全面启动。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俊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是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之后，加强党的思
想政治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将推动党
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
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

许俊要求，省委宣传部全体党员要
准确理解和把握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与要求，把思想政治建设融入日常的党

内政治生活之中，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
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真正体现出抓
在日常、严在经常，从而使党的每一个
细胞都健康起来，每一个党支部都坚强
起来。要坚持问题导向，持之以恒地抓
好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以强烈的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打

造出一支听招呼守规矩、敢担当有作
为、让党放心、让人民放心的宣传文化
党员干部队伍。

许俊强调，省委宣传部全体党员要
将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同建设国
际旅游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
践结合起来，同推动海南宣传文化事业

的繁荣发展结合起来，同落实宣传文化
各项具体工作任务结合起来，不断提高
宣传文化工作水平和质量，为建设国际
旅游岛、实现绿色崛起提供坚强有力的
舆论保障和精神支持。

会议还对省内主要媒体加强对“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的宣传引导工作提出要求。

省委宣传部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会

打造党和人民放心的宣传文化队伍

本报讯（记者王玉洁 金昌波 通
讯员林玥）4月 22日下午，省检察院
在海口召开党组会，传达学习海南省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对检察机关“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做
出部署。

会议指出，开展“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是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之后，推动
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
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
伸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

建设的又一重大部署。全省检察人员
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
委部署要求上来，找准问题，着力在
整改落实立规执纪上下功夫，把“两
学一做”专题教育与抓好各项检察业
务及司改试点结合起来，做到两手

抓、两不误、两促进。
省检察院检察长贾志鸿要求，全

省检察机关要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实
效，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贯穿学习
教育全过程，通过严格教育管理党
员、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发挥领导

干部示范引领作用三个抓手，进一步
解决检察机关党员干部队伍思想、组
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重
点解决司法不规范和工作“不严不
实”等问题，不折不扣做“两学一做”
践行者。

全省检察机关全面部署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不折不扣做“两学一做”践行者

松涛水库科学管水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周晓梦 实习生李
佳霖）海南植物“家族”有多大？《海南植物图志》告诉
你。今天上午，在海南维管束植物种类资源调查研
究评审会上，一本本厚如字典的《海南植物图志》成
为本次会议的“主角”，该图志主要收录海南岛内已
知的维管植物野生种及栽培种。

据了解，《海南植物图志》由海南大学园艺园林
学院教授杨小波自1992年开始着手准备，从2005
年组建海南省内团队到组建国内团队，历经23年完
成。图志共有十四卷，收录了海南有历史记录的植
物（维管束植物）6036种，隶属234科1895属。其
中，海南本地野生植物4579种（海南特有植物483
种），外来栽培植物1294种，外来逸生及归化植物
163种（其中外来入侵植物57种）。

杨小波介绍，《海南植物图志》不仅回答了海南植
物家底数量，完成了《海南植物志》的补遗工作，而且
几乎每一种植物都配有彩图或线条图，所附的线条图
应用各植物志或图鉴，确保了准确性，彩图基本为作
者拍摄和鉴定，少部分引用也给了出处，便于读者参
考阅读，具有很强的科学性。

《海南植物图志》除少数种类无图片外，绝大多
数种类来自于野外拍摄的植物原色图片，部分种类
图片来自收藏的标本图片以及引自相关植物图库网
站的图片，可以作为植物区系学、植物地理学、植物
分类学等的重要参考书。

《海南植物图志》
盘点海南植物“家底”

用电瓶颈呼唤
农网改造升级

文昌市会文镇朝奎村村民云雄苓
在年初买了台空调，但至今没有安装。

“安装了也启动不了。”云雄苓说。
近十年来，多轮农网改造陆续进

行，缘何农村用电矛盾再次凸显？海
南电网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二五”期
间，海南电网新增农村变电容量 449
万千伏安，新建 10 千伏及以下线路
14697公里，彻底解决了无电人口用电
问题。但是受自然环境条件、历史遗
留问题等多因素制约，城乡电力服务
差距仍然明显，特别是新型城镇化和
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给用电提出新
需求。

在文昌会文镇，近两年，佛珠产业
“井喷”，大大小小的加工厂和家庭作坊
从数十家激增至目前的上千家。“一台
变压器新接了很多户表，超负荷运行，
就像‘小马拉大车’，拖不动。”会文供电
所所长庄健说。

五年分步实施
助力小康生活

为做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
海南电网共选取了三个地方作为试
点。除已经动工的文昌会文镇外，还有
海口大坡镇、琼海万泉镇。

根据规划，海南电网将于6月底前
完成三个试点的改造，之后将对试点进
行总结推广，于2017年底完成全省246
个小城镇、中心村电网改造升级，后向
海南所有农村铺开。电压低、停电多、
复电慢、报装难等问题将在“十三五”期
间得到重点解决。

到2020年底，海南电网将新建及改
造10千伏主干线路5154公里、低压线路
9284公里，新建及改造公用配变6796
台，全面解决农网供电可靠性低、电压稳
定性差及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用电瓶颈问
题，综合电压合格率超过98.6%，实现动
力电入村、户均配变容量不低于2.0千伏
安、可再生能源发电无障碍并网，显著提
升农网自动化和计量智能化水平。

到2020年农村年户均
停电不超过15小时

为落实省政府“十三五”精准扶贫
工作精神，海南电网农网此轮升级改造
资金和项目还将向300个贫困村、5个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市县倾斜，以进
一步拉近城乡差距。

按照要求，海南电网将落实基础设
施建设脱贫、保障迁改工程和危房改造
用电及保障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用电三项重点任务。通过建立用电帮扶
联系点和贫困户用电档案库，为贫困户
定期检查用电设施，免费更换残旧电力
设施。到2020年，贫困地区电力普遍服
务水平基本达到目前海南省平均水平。

“到2020年，海南农村将不会存在
空调开不起来、经常停电等问题，这一
轮改造就是要不留死角。”海南电网公
司相关部门负责人说，目前，海南农村
年户均停电时间为45小时，到2020年
将不超过15小时，停电时间大大减少。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

从“有电用”到“用好电”

海南打响农村电网改造升级战

4月 24日，文昌市会文
镇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破
土动工，这意味着总投资90
亿元的海南“十三五”农村电
网改造升级工程正式启动。

与以往不同，此新一轮
农网改造升级将结合推进新
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扶
贫搬迁等工作，积极适应农
产品加工、乡村旅游、农村电
商等新型产业发展以及农民
消费升级的用电需求。“新一
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将使海
南农村从‘有电用’到‘用好
电’，让农村居民享受到更优
质的用电服务。”海南电网党
组书记、董事长金戈鸣表示。

■ 本报记者 罗霞 通讯员 代进

本报三亚4月25日电（记者陈雪
怡）“五一”小长假即将到来，踏春出游深
受百姓喜爱。知名旅游网站——途牛旅
游网日前发布《2016年五一小长假出游
热点报告》显示，三亚位居国内游热门目
的地之首，家庭游、情侣游等短线游产品
销售火热。

记者近日走访多家旅行社发现，即
将来临的“五一”小长假，三亚旅游市场
预订火热，家庭游、情侣游等短线游产品
人气居高不下。三亚携程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负责人透露，今年“五一”假期，三
亚的酒店、机票等价格较去年同比略有
上浮，但预订率仍保持增长。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三
亚宋城旅游区内的三亚宋城彩色动物
园猴子学校正式开园。可爱的猴子们
开始热闹上课，吸引了众多家庭游客
人。作为全球深耕家庭游市场的知名
度假村，中国第四家地中海俱乐部也于
4月底在三亚开业，“一价全包”的全新
理念为家庭游客度假提供多元选择。

随着大众旅游的深入发展，岛内游
市场也日渐火热，三亚涉旅机构推出海
岛蜜月套餐、岛民活动等系列产品，鼓励
本岛居民出门游玩。

三亚列“五一”国内游
热门目的地之首

◀上接A01版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对政法

工作的领导，选好配强政法机关领导班子，及时研
究解决政法队伍建设重大问题。要真情关心和爱
护政法干警，建立健全职业保障制度，不断增强政
法队伍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全国政法队伍建设工作会议25日在京召
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
柱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并就学习贯彻习
近平重要指示作了部署。

努力建设
信念坚定执法为民
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的政法队伍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张
亚 李凡）今日记者从省气象部门获悉，本周26日下
半夜至29日，我省部分陆地和海面将出现强对流天
气，其余时段天气晴好。

省气象部门预计，4月25日～26日上半夜，受西
南气流影响，全岛多云间晴。最高气温西部、北部和
中部地区33℃～36℃，西北部内陆局地可达37℃，
其余地区30℃～33℃；26日下半夜～29日，受高空
槽和低层切变线影响，全岛普遍有阵雨或雷阵雨，局
部地区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
高气温明显下降，28日、29日全岛最高气温28℃～
31℃；4月30日～5月1日，受西南气流影响，全岛多
云间晴，气温上升。

今日下半夜至29日
琼岛将迎强对流天气

◀上接A01版
通过“咬耳扯袖”，对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或在群
众中有不良反映、口碑较差的党员干部进行提醒
谈话，帮助其正视问题、分析原因，防患于未然；通
过“红脸出汗”，对发生违纪行为但不至于受到党
纪政纪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诫勉谈话，指出其存
在问题并批评教育，要求其提出措施进行整改。

《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通过开展填
报工作，不断强化自身“一岗双责”意识，加强对
分管领域党员干部的日常教育管理监督，抓早抓
小、动辄则咎，敢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党
内政治生活，使党员干部自觉养成接受监督的习
惯。各级纪检机关要把报送情况作为“一案双查”
的重要依据，对不按要求填报或长期“零报送”，其
分管或联系单位不正之风蔓延，发生区域性、系统
性腐败案件的领导干部，严肃追究领导责任。

点准穴位 谈出辣味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单憬
岗 叶媛媛）海口市委今天召开的“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开展“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必须知行合一，重在
狠抓落实，要与“双创”、村级组织换届
等重点任务紧密结合。

“‘学’得怎么样，‘做’得是否合格，

‘改’得是否到位，最终都要靠事业发展
来考量和检验。”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
记孙新阳强调，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把学习教育与当前中心工作紧
密结合起来，抓重点、带全局，做到“两
不误、两促进”。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重在狠抓

落实，与“双创”等重点任务紧密结合。
要持续深入地抓好“双创”这个当前第一
任务，坚持“双创”惠民利民原则，建立健
全“双创”长效机制，高水准建设特色示
范街和15分钟便民生活服务点，让市民
生活更便利，城市更聚人气、更有活力。
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把稳增长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省市重大项目
为牵引，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积极抢
抓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新机遇，积极
挖掘培育发展新动能。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重在夯实
基层，与村级组织换届工作紧密结合。
要大力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加强

带头人队伍建设，特别要选好配强村级
组织带头人，推动农村治理模式向现代
治理的“法治治村、贤人治村”转变。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重在纯
洁队伍，与把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紧密
结合，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每个
基层支部、每名普通党员。

海口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会议提出

知行合一推动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两促进”

本报嘉积4月25日电（记者蔡倩）日前，琼海
市印发的《城镇内河水污染治理三年行动方案》明
确，到2018年，消除该市沟溪及塔洋河劣V类水体，
力争达到Ⅳ类及以上水质，特别是消除双沟溪黑臭
现象，提升该市整体水质环境质量。

《方案》明确了城镇内河（湖）水污染治理的三大
任务，首要任务就是全面排查污染源，以问题为导
向，制定治理行动方案和年度实施计划。根据责任
分工，实行“一河一案”，对辖区内每一条城镇内河
（湖）的污染源进行全面排查，摸清污染物种类、来
源、污染范围、污染主体，并逐个明确整治责任人、工
作措施和时间表。

在治理行动中，《方案》提出了五大措施，一是坚
持部门“一把手”亲自抓污染源控制，二是积极探索
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打造城镇
污水处理平台，三是完善综合执法监管体系，四是建
立城镇水环境保护长效机制，五是抓考核问责。

《方案》提出，用3年时间对双沟溪及塔洋河水
污染实施集中专项治理，治理范围内生活污水及
垃圾基本实现收集处理，工业废水全部达标排放，
养殖污染得到有效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得到控制，
建成基本完备的城镇水环境质量监测和监管体
系，确保“水环境质量只升不降”。

琼海将用3年
消灭黑臭河
力争达到Ⅳ类及以上水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