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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各厅局、各市县部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骑楼老街努力探索本土
旅游纪念品发展之路

加强党性修养 持续转变作风
聚焦“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
本报讯 连日来，我省各厅局、各
市县纷纷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
省委“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有关工作
会议精神，并就具体工作安排进行集
中动员部署。

省直机关
5 月 6 日，
省直机关
“两学一做”
学
习教育专题培训会议在海口召开。会
议要求全体党员要吃透中央和省委有
关文件精神，
要务实创新，
建立经常性
教育机制，增强学习教育的吸引力和
感召力；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人、关
键动作、关键节点；要聚焦问题，带着
问题学、针对问题改，以学促做、知行

省司法厅

合一；
要加强组织领导，
整顿软弱涣散
的基层党组织，
切实做好保障工作。

5 月 6 日，省司法厅党委召开“两
学一做”
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
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两学一做”
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政法
队伍建设工作会议精神，
并按照中央、
省委和司法部要求对省直司法行政系
统
“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工作进行部署
安排。会议指出，全体党员要不断增
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真正把“两学一
做”
学习教育作为加强党性修养、持续
转变作风、有力推动我省司法行政事
业改革发展的新契机、
新动力。

省财政厅
近日，省财政厅召开“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全厅
各级党组织要把“两学一做”作为今
年党建工作的总抓手，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和省委的部署
要求上来，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
高起点开局、高标准开展、高质量推
进。一是精心组织，压实责任；二是
领导带头，以上率下；三是分类指导，
区分层次；四是抓在日常，严在经常；
五是学用结合，统筹兼顾。

海南检验检疫局
近日，海南检验检疫局召开“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会议，该局要
求，要将学习教育与抓好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问题整改结合起来，加强队
伍作风建设；与实现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加大放、管、服
力度，在促进地方外贸水平提升中
彰显检验检疫服务效能；与加快检
验检疫事业改革发展结合起来，推
动海南检验检疫“创新发展年”各项
工作落实，用创新发展成果来检验
学习教育成效。

昌江
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召开“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要
求，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
在学，关键在做。昌江各级党组织和

党员要进一步强化宗旨观念，勇于担
当作为，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
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为推动昌江
“十三五”良好开局、推动昌江“三地
一县”发展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白沙
近日，白沙黎族自治县召开“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要
求，持续推进党员干部进一步坚定信
念、提升境界、增强本领、实干苦干、
敢打必胜；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推动
白沙“十三五”良好开局，打赢脱贫攻
坚战，以新的精神风貌、新的姿态、新
的作为推动各项工作。
（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我省组团参加
深圳文博会
本报海口 5 月 10 日讯 （记者
尤梦瑜）第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
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 5 月 12
日至 16 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记者今天从省文体厅了解到，我
省海口、三亚、儋州等市县的相关文
化产业部门和 50 余家企业组成代
表团前往参展。
据悉，在本届文博会上，我省代
表团将设置 300 平方米海南主题展
馆、80 余平方米的非遗展馆，
并在一
带一路展区中搭建展位进行展览。
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
交易会由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
闻出版总署、广东省政府以及深圳
市政府主办。

我省落实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
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工作

多个渠道引水
一个龙头放水

中科院深海所总体
验收会议在三亚召开
◀上接 A01 版
刘赐贵表示，希望通过三方的
共同努力，把深海所建设成为全国
乃至世界深海领域科学研究的前沿
平台，建成深海重大工程技术的基
地，创造产学研结合的典范，进而延
伸海洋产业链条，吸引集聚高素质
人才，
打造名副其实的
“蓝色硅谷”。
中国科学院、海南省人民政府、
三亚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建设
海南省海洋科技新高地暨二期共建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战略合作协议》，将共同推进深海所
二期建设，努力把深海所建成深海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人才培养和产
业辐射为一体的海洋科技创新基地
和在国际深海领域有影响力的研发
机构，引领我国深海科学与工程研
究与开发，为国家和地方海洋产业
提供科技支撑。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张琦，
副省长王路，省政协副主席、科技厅
厅长史贻云，省政府秘书长陆志远，
以及中科院副院长相里斌、秘书长
邓麦村等出席会议。

本报海口 5 月 10 日讯 （记者单憬岗）海口骑
楼老街如何保护与利用，牵动着全省人民的心。
如今，
这里正在加大力度，
努力探索文化和商业的
融合之道，着力在推动本土旅游纪念品设计和生
产上走在前列。
2012 年以来，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
综合整治工程正式拉开序幕，不仅对骑楼建筑立
面精雕细琢，还完善了沿街景观、街道设施，呈现
出原汁原味的老街样貌。随着骑楼老街整治的推
进，最具代表性的中山路于去年底搬迁最后一批
五金机电店，商业形态朝着文化休闲旅游方向转
型。骑楼老街受到越来越多外地游客的青睐，成
功跻身万人景区。
今天，海口市委调研组到骑楼老街了解骑楼
老街规划建设及历史文化保护情况。只见中山路
的业态已经逐步成型，各种手串、贝壳工艺品、本
土服饰、地方土特产等都充分体现了海南地方特
色。如中山路儋耳老味、老船长等店，
已经有了一
定成功经验，
产品和服务突出个性特色和差异化，
在深度加工和包装等方面下功夫，并拓展线上线
下多渠道经营，从而拓展整个街区的生机和活
力。目前，我省用于商务交流的旅游纪念品多为
外地生产，价格高、地方特色不足。海口骑楼正在
努力走在前列，为全省探索实现旅游纪念品的本
土化设计和生产，
并考虑从贝壳产品等入手，丰富
品种，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生活环境
的目标客户群的需求，
实现全面覆盖。
调研组指出，各级各部门和骑楼公司要认真
学习省委主要领导调研海口骑楼老街的相关指示
精神，
巩固海口骑楼老街保护与利用的初步成果，
加快推进骑楼老街修缮保护工作。要按照符合海
南国际旅游岛、全域旅游的要求，
引导扶持骑楼老
街的业态调整，
充分挖掘本地特色品牌效应，增强
对市民、游客的吸引力，满足不同客户群的需求，
不断迸发出骑楼老街的生机和活力。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孙新阳参加调研。

琼中：
精准扶贫 服务上门

5 月 9 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长征镇潮村什各礼村小组，镇政府和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将精准扶贫服务手册送
至村民家中，交到村民手上。该服务手册精确地记录着贫困户的家庭状况、贫困原因以及需要帮扶的项目、帮扶的
工作人员等信息，更加有利于政府对这些贫困户做出精准的帮扶工作。据了解，琼中近年来大力做好扶贫攻坚工
作，自 2012 年以来，
该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连续五年排名全省第一，
扶贫考核连续三年获得全省优秀。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朱德权 实习生 陈若龙 摄

天津市肿瘤医院专家来琼坐诊
将赴各市县为肿瘤患者义诊

本报海口 5 月 10 日讯 （记者马
珂）9 日，天津市肿瘤医院 7 名专家在
海南省肿瘤医院正式接诊。在未来 2
周时间内，专家们将接诊海南肿瘤患
者，并赴各市县义诊。

9 日一大早，患有乳腺肿瘤的昌
江患者吴大姐，急匆匆赶到海南省肿
瘤医院。因为她知道，天津肿瘤医院
的专家来了，她不用出岛就能看到名
医。

据 了 解 ，海 南 省 肿 瘤 医 院 开 业
后，迎来了第二批天津市肿瘤医院专
家支持。
此次专家团队由天津肿瘤医
院泌尿肿瘤科主任医师杨庆带队，

共 7 名 专 家 涉 及 泌 尿、乳 腺 等 多 科
室 ，专 家 将 于 5 月 9 日 至 5 月 20 日
在海南省肿瘤医院开展为期两周
的 诊 疗 活 动 ，并 赴 各 市 县 开 展 义
诊。

本报海口 5 月 10 日讯 （记者况昌勋）今天下
午，经国务院同意，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召
开了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试点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会后，我省在海南分会
场召开会议，
贯彻落实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今年 4 月 12 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支
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
意见》。我省也将尽快制定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
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实施意见，并率先
在国定贫困县启动试点工作，通过试点，形成“多
个渠道引水、
一个龙头放水”
的扶贫投入新格局。
据悉，统筹整合使用的资金范围为各级财政
安排用于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面的资金。其中，
中央层面主要包括，
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等 19 项专项资
金，以及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三农”建设部分。
我省将根据中央要求，
结合海南实际，
明确贫困县
可统筹整合使用的省级财政安排的涉农专项资
金，并列出清单，进一步加大统筹整合力度。
会议强调，各有关职能部门要修订相应的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取消限制资金统筹使用的相关
规定，
为相关涉农资金
“松绑”，激发贫困县内生动
力。贫困县要切实发挥统筹整合资金的主体作
用，以规划为基础、以项目为支撑，将脱贫攻坚任
务细化到具体项目，明确时间安排和资金需求，同
时，还要做好统筹整合使用的涉农资金来源、用途
和项目建设等情况的公示工作，接受社会监督。
财政、扶贫、发改等部门要加强对统筹整合使用资
金的绩效评价工作，审计、纪检部门要加强审计和
监督问责工作，
严厉查处财政涉农资金腐败问题。
副省长何西庆在海南分会场参加会议并就贯
彻落实会议精神提出要求。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公告（2016 年第 1 号）

关于打击使用甲醛双氧水浸泡食品
违法行为结果的公告
近两年来，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展了一系
列打击使用甲醛、
双氧水浸泡食品的专项整治行动，
联合
公安部门先后端掉了 3 个使用甲醛、
双氧水浸泡牛百叶、
凤爪并批发至全省的“黑窝点”，有 5 人被逮捕或判刑。
2014 年，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多个市县抽检发现市
场上有含甲醛的牛百叶等水发食品销售，
当年 8 月追根
溯源，
查到温某在海口市东门市场的批发点，
进一步顺藤
摸瓜查到吴某某、林某某在美兰区锦山里用甲醛、双氧
水、
烧碱浸泡加工牛百叶的
“黑窝点”
，
当场查获已制作和
正在制作的牛百叶 1920 斤、双氧水 100 多公斤、甲醛溶
液40瓶（500ml/瓶）、
烧碱25公斤，
从查获的牛百叶中检
■■■■■

出甲醛和双氧水。温某等三人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有
期徒刑二年缓刑四年，
分别并处罚金2 万元。2014 年12
月，
继续查获王某在海口市金鹿工业园区厂房用双氧水
浸泡加工凤爪，
王某被判刑五年半。2016年1月，
又通过
拉网排查检验，
顺藤摸瓜查获温某某在美兰区东门市场
新明东路加工、
批发甲醛浸泡牛百叶的窝点，
温某已被批
准逮捕。
2016 年 4 月，全省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管
所再次同步对各市县农贸市场摊位销售的牛百叶、凤
爪、海蜇、猪肚、猪肠、猪血和鸭血等食物，开展了第三

次拉网排查和现场快速检验，共检查检验 792 个销售
上述水发产品摊点销售的产品和浸泡液，均未检验出
甲醛和双氧水。拉网排查结果与今年 4 个月各市县快
检车每日巡回抽检的结果显示，经过严厉打击和整治，
用甲醛、双氧水浸泡食物的违法犯罪现象在我省已经
被扼制，曾经伤害海南人民健康的“毒牛百叶”
“ 毒凤
爪”
已被清除干净。
海南省食药监管局将以“早一天消灭有毒有害食
品药品，公众健康就少受一分危害”的使命感，继续亮
剑，经常性组织全面排查，严厉打击制售有毒有害食品
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障公众健康不再受这类含强致癌

■■■■■

物质的食品的伤害。同时，也提醒各餐馆、食堂、食品
经销商不要购进、销售添加有毒有害物质的食品，违者
将按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对不构成
犯罪的，也将按《食品安全法》最高处予货值金额三十
倍罚款，吊销许可证，并最高处十五日拘留。食品经销
商和消费者一旦发现颜色过白、口感脆，在常温下放置
两天不变味、不变质的牛百叶、凤爪、猪肚、猪血、海蜇
等食品，请及时拨打 12331 向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举报，
一经查实，
最高可获 50 万元奖励。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5 月 10 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