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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语

海南省人民政府
综合服务热线

12345，件件落实，事事着地

20162016中国海南第十四届盈滨龙水节中国海南第十四届盈滨龙水节

富硒福地富硒福地 长寿澄迈长寿澄迈
倒计时倒计时 天天55

活动时间活动时间：：66月月55日—日—88日日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全国
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
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
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3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
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科技兴则民
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我们
在这里召开这个盛会，就是要在我国
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把科技创新摆
在更加重要位置，吹响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的号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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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
道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

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加快各
领域科技创新，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
机。这是我们提出建设世界科技强
国的出发点。

李克强主持。张德江、俞正声、
刘云山、王岐山出席大会。

上午9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
唱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
了讲话。他指出，我国科技事业发
展的目标是，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
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 2030 年时
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
中国成立 100 年时使我国成为世
界科技强国。两院院士和广大科
技工作者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骄
傲、民族的光荣，大家责任重大、使
命重大，应该努力为建成创新型国
家、建成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下转A03版▶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
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
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

李克强主持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出席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
森）“澜湄会议”和博鳌亚洲论坛
2016年年会的圆满成功，离不开全
省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以“净土行
动”春季会战专项行动为抓手，忠诚奉
献营造的安全稳定环境。5月30日，
海南省公安厅召开总结表彰大会，总
结澜湄会议暨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年会警卫安保工作，表彰先进。

在此之前，国务委员、公安部部
长郭声琨4月6日签发了公安部关
于海南省公安机关圆满完成“澜湄
会议”和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安保任
务的嘉奖令。5月9日至19日，罗
保铭、刘赐贵、李军、毛超峰、陆俊华

等省领导先后作出批示，对“澜湄会
议”和论坛安保工作给予了充分的
肯定。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罗保铭批示：“省公安厅和广大公安
民警、武警官兵克服安全形势严峻、
两地多点多线执勤、新建设施多等挑
战，忠诚履职、顽强拼搏，出色地打赢
了‘双盛会’安保的硬仗。希望你们
认真总结经验、扬长补短，发扬敢打
必胜、克难攻坚的海南精神，加强联
防联动，打实维稳基础，提升整体战
斗素质，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论坛安
保机制，为服务论坛、服务海南改革
发展稳定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赐贵批示：

“省公安厅和全体公安民警、武警官
兵，在‘澜湄会议’和博鳌亚洲论坛
2016年年会服务保障工作中，克服
了各种困难，采取超常规措施，创新
完善安保工作机制，破解了一批瓶颈
性难题，圆满完成了‘双盛会’安保任
务。要抓住当前有利契机，进一步提
升理念，认真总结、固化经验，创新举
措，全面打造现代化的论坛安保工作
新模式，为海南科学发展和绿色崛
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国
际旅游岛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宣读了省政府和省公安厅
关于博鳌亚洲论坛安保工作和“净
土行动”春季会战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记功嘉奖的表彰决定。省政府

对海南省公安厅警卫局予以集体嘉
奖表彰。会议还表彰了博鳌亚洲论
坛安保工作和“净土行动”春季会战
工作先进集体65个、先进个人112
名。

省公安厅要求，全省各级公安
机关和安保参战各单位要认真贯彻
落实省领导讲话和批示精神，认真
总结固化警卫安保工作经验，创新
构建能够适应新常态的现代化论坛
安保模式，把“海南速度”和“海南精
神”贯穿于公安工作中，全面加快公
安改革，更好地履行职责，为实现海
南科学发展、绿色崛起、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全面建设国际旅游岛作出
新的贡献。

省公安厅召开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安保和“净土行动”春季会战工作总结
表彰大会，罗保铭、刘赐贵作批示

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论坛安保机制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彭
青林）今天上午，省长刘赐贵主持召
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开展
打击危害海洋生态环境行为整治工
作，以切实保护我省海洋资源和海
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资源的合理
开发和利用，助力我省海洋经济发
展和国际旅游岛建设。

会议强调，要以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
视察时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

立“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的观念，
坚持“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发展思
路和生态立省战略，保护海洋生态环
境和资源，为我省海洋经济发展和国
际旅游岛建设提供强有力保障。

会议决定，对我省管辖海域从
事电捕鱼、定置网、禁渔区线内拖网、
休渔期进行偷捕、使用网目小于网目
最小规定等各种非法捕捞行为进行
整治；打击制售禁用渔具和非法销售
渔获物等行为；打击违规倾倒垃圾、
排污等行为，开展我省近岸海域海洋

环境卫生整治和海洋污染防治。
会议强调，要突出整治非法捕

捞和交易砗磲、玳瑁、珊瑚等珍贵海
洋生物的行为，做好“两手抓”：一手
抓打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大力打击违法渔猎、加工和交易；
一手抓教育，加大宣传教育和普法力
度。相关市县政府要逐家逐户入户
开展工作，签署保证书，并建章立制、
防微杜渐，保护好珍稀动植物资源。

会议指出，沿海各市县政府、洋
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是本次专项整

治行动的责任主体，要严格落实属
地管理法定职责，加强海上巡查和
港口检查，严厉打击管辖区域内的
各种非法捕捞行为以及非法制售禁
用渔具和销售渔获物等行为；加强
岸线巡查力度，对违规倾倒垃圾和
非法排污的行为进行查处，积极开
展近岸海域海洋环境卫生整治和海
洋污染防治工作。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
副省长李国梁、何西庆、陆俊华，省
政府秘书长陆志远出席会议。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

研究部署整治危害海洋生态环境行为工作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张
谯星）今天上午，全省乡镇领导班子
换届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省委副
书记、市县乡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副
组长李军，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领导小组副组长马勇霞，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领导小组副组长符跃
兰，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
长、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勇出席。省
委常委、组织部长、领导小组副组长

李秀领主持。
李军在讲话中强调，党中央、省

委对换届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部署。
搞好这次乡镇领导班子换届，是圆
满完成省、市县换届的基础环节，是
加强乡镇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契
机，是提升地区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各市县党委和组织部门要予以足够
重视，切实抓实抓好，确保圆满成
功。要深化对这次乡镇领导班子换

届政策要点的理解，牢固树立正确
的用人导向，重点选好党委“一把
手”，切实优化领导班子结构，着力
提高换届考察质量，积极改进候选
人介绍方式。要加强党对换届工作
的领导和指导，确保统筹协调有力、
正风肃纪严格、思想工作深入、舆论
引导及时，以换届工作成果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提高国际旅游岛

建设水平奠定坚实基础。
李秀领对全省乡镇领导班子换

届的时间安排、班子结构、考察考
核、换届风气、统筹协调等工作提出
具体要求，强调各市县要严格按照
政策要求，精心组织、扎实推进，确
保顺利完成。

会后，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
就乡镇换届选举政策法规作了专题
辅导。

全省乡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召开
李军出席

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30日致电杜特尔特，祝贺
其当选菲律宾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中菲友
好交往历史悠久，两国人民有着深

厚的传统友谊。一个友好、稳定、
健康发展的中菲关系符合两国和
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并深
化中菲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是两
国领导人的共同责任。希望双方

共同努力，推动中菲关系重回健康
发展轨道。

习近平预祝在杜特尔特的领导
下，菲律宾人民在国家建设和发展的
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就。

习近平致电祝贺
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总统

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中国要强，中国人
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有新理
念、新设计、新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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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
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郭
萃）记者从海口市科工信局获悉，今年
科技活动月期间，海口市加快重点公
共场所WiFi覆盖，对重点领域进行
检测验收，目前全市有76个点已实现
WiFi覆盖，覆盖率达到97.44%。

据了解，海口需覆盖重点公共场
所共78个，其中公益性公共场所13
个，经营性重要公共场所65个。目前
有76个点已实现WiFi覆盖，覆盖率
达到97.44%，其中公益性公共场所
13个已全覆盖，经营性重要公共场所
已覆盖63个点，覆盖率达96.92%。

海口重点公共场所
WiFi覆盖率97%

本报讯（记者周晓梦）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2016年度海南省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要点》（以下简
称《要点》），强调加强污染防治，促进节能减排，发展
生态经济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机制。

《要点》明确，全省要从强化生态保护与生态建
设，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加强污染防治，促进节能减
排；发展生态产业，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统筹推进
城乡和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家园；加强生态
文化建设，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机制等五大工作任务
着手，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特区建设、生态
环境建设、国际旅游岛建设、海洋经济发展、城镇化
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中。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省将实施“蓝色海
湾”综合治理工程，重点推进小海潟湖湿地保护区、
陵水新村港和黎安港潟湖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文昌
木兰湾生态环境恢复等项目建设。

乡村生态文明示范创建方面，今年全省计划
创建5个省级生态文明乡镇和36个以上的省级
小康环保示范村，新创建822个文明生态村。大
力推进美丽田园建设，力争建成24个国家级美丽
乡镇和200个特色鲜明的美丽乡村，助力乡村生
态旅游发展。

《2016年度海南省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要点》印发

加强污染防治
促进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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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桂琴

日前，海口市秀英区书场村一出
租屋发生火灾，造成多人受伤。

这次火灾的发生虽是偶然，却有
必然因素。此前相关部门就曾对该出
租屋排查出多处消防安全隐患，还专
门下达过整改通知书，然而令人遗憾
的是相关整改未能落实，安全隐患并
未消除，最终导致火灾的发生。

安全隐患未能整改，主要责任固然
在经营者，但相关部门缺乏后续监管，
何尝能够推责？行政执法贵在督促落
实，取得整改实效，因而不能止步于责
令整改。如果缺乏后续监督，相关部门
再多的责令整改通知书也是一纸空文。

相关部门只有在行政执法过程中，
强化执法效果，而不把下达责令整改通
知书当作履职尽责的“终点”，经常“回
头看”，反复督促确保实效，才能避免安
全隐患变成安全事故。

责令整改
关键要落到实处

三亚:

立体停车楼“长”这样

我国成功发射
资源三号02星

琼海福文村村民自导自演包粽子
视频，近一周卖出14000个粽子

“琼海溜”微信
卖粽成网红

南丽湖：
走向开放式保护

A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