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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天10

十八届中央委员，海南省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陈志荣同志因病医
治无效，于2016年8月28日12时
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58岁。

陈志荣，男，1957年 12月生，
黎族，海南五指山人，中央党校研究
生学历，1980 年 5 月参加工作，
1975年 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十
八届中央委员，海南省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

1977年 3月至1980年5月在
中山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
习，1980年5月至1986年5月任广
东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计委科
员、综合科科长，1986 年 5 月至
1987年12月任广东省海南黎族苗
族自治州计委副主任，1987年 12
月至 1988 年 6月任广东省（海南
省）三亚市计委筹备组组长，1988
年6月至1989年11月任海南省三
亚市计划局副局长，1989年11月
至1993年5月任海南省三亚市经
济计划局局长、统计局局长，1993
年5月至 1997年2月任海南省三
亚市政府副市长（其间：1994年 6
月至1994年11月在北京市朝阳区
政府挂职锻炼任区长助理；1996年
5月至1996年11月在国家外经贸
部外资司挂职锻炼任副司长），
1997年2月至1999年12月任海南
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委书记（副厅

级），1999年12月至2003年12月
任海南省民政厅副厅长，2003年
12月至2005年6月任海南省民政
厅巡视员（其间：2004 年 3 月至
2005年1月在中央党校一年制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2005年 6
月至2007年4月任海南省科协党
组书记、副主席（2004 年 9 月至
2006年7月在中央党校世界经济
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2007年
4月至2008年7月任海南省民族宗
教事务厅厅长，2008年7月至2010
年2月任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
会主任，2010年2月至2010年3月
任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
任，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
2010年3月至2011年2月任海南
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
主任、机关党组成员，2011年2月
至2011年7月任海南省人大常委
会委员、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
机关党组成员，2011年7月至2012
年7月任海南省人大财经委员会委
员，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工
作委员会主任、机关党组成员，
2012年7月至2015年4月任海南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2015年 4 月
至2015年5月任海南省委常委，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2015年5月任海
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陈志荣同志住院治疗期间，中央
组织部、中央政法委领导来电、来人
慰问和看望，省领导多次前往或委托
他人前往医院看望，并指示有关部门
想方设法给予治疗和抢救。陈志荣
同志逝世后，省领导分别以不同方
式表示哀悼并对其亲属表示慰问。

陈志荣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定
于2016年9月1日上午9时在海口
殡仪馆举行。

联系电话：0898—65342164
（省委总值班室）

0898—65369586（省委政法
委值班室）

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
2016年8月29日

十八届中央委员，海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陈志荣同志逝世

海南首个全国大数据应用项目

全国
食品质量
一查就知道

■ 本报记者 李磊 杜颖

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
干部。3年一次的村级组织换届虽然
时间周期不长，但确是农村政治生活
的一件大事。而今年的这次换届尤其
重要，因为未来的三年是实施“十三
五”规划的关键三年，这次选出的村级
组织班子，肩负着带领村民实施脱贫
攻坚、决战决胜全面小康的重任。

从4月中旬到8月中旬，我省各
级党委以超前谋划部署、严格选人用
人标准、提高基层组织建设水平、依法
按章办事、严明换届纪律等五套“组合
拳”，圆满完成了2016年村级组织换

届选举工作。3107个村（社区）党组
织、3109个村（居委会）的党员群众，通
过一张张选票表达自己的意愿，选举
产生村级组织“两委”班子成员2.1万
余人。一大批政治坚定，想干事、会干
事，年富力强的“治村能人”走上岗位，
正踌躇满志带领村民走向建设富裕美
丽文明新农村的康庄大道。

早部署
调查摸底掌握基层选情

群雁高飞头雁领，船载万斤靠舵
手。省委从战略高度把握我省村级
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始终高度重视，

紧抓不放。
省委书记罗保铭指出，这次村级

组织换届选举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决
战决胜全面小康社会阶段的一次关
键性换届，是我省深入实施“十三五”
规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
的关键性举措，务必抓紧抓实抓好。
他亲自审阅换届选举相关文件，时刻
关注换届选举动态。在乐东黎族自
治县率先完成换届工作后，立即作出
批示，要求对该县“又好又快”完成换
届的经验做法进行总结、宣传，向其
他各市县推广。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赐贵指出，
要依法依规、公正公开地开展基层

“两委”换届工作，营造好的党风、政
风和民风。

省委派出4个巡回督导组，召开
2次基层党建例会，建立村级组织换
届选举工作周报制度，及时了解掌握
工作进展和选情动态，形成了党委统
一指导，相关部门分工协作、齐抓共
管的工作格局。

按照省委的部署，各市县党委书记
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全力以
赴，亲力亲为，下大功夫啃硬骨头，确保
了村级组织换届工作的顺利开展。

早在去年全省农村基层党建工
作会议后，各市县就开始调查摸底先
行、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先行，成立

工作组，走进村里，来到群众家中，通
过查阅资料、实地调查、问卷调查等
方式，逐村建立选情档案，研究提出
应对措施和工作预案。针对重点难
点村，实行“一村一策”，多措并举预
先化解矛盾纠纷，理顺群众情绪，消
除不稳定因素。

选人才
让群众信服的候选人脱颖而出

为政之道，惟在得人。换届的成
功，更离不开各级党委在“深水找人”
上下的“真功夫”“苦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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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2016年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一大批政治坚定，想干事、会干事，年富
力强的“治村能人”脱颖而出

锻造海南农村脱贫攻坚的“主力军”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林琛
实习生 陈卓斌

又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季节，又有
一批优秀学子背上行囊，从黎村苗寨
昂首起步，向着梦想中的象牙塔进
发。他们即将融入一个温暖的大家
庭——天津科技大学海南少数民族
特招班。

11年前，琼津携手举办天津科
技大学海南少数民族特招班，开启了
为海南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的新
模式。截至目前，该项目共招收了
325名海南少数民族学生，其中183

人已经学成走出校门、走进社会。
他们之中，有126人选择回琼报

效家乡，还有2人考上国防生、8人考
上硕士研究生、1人考上博士研究生
选择继续深造，占到总人数的75%。
他们都因这一项目改变了个人命运，
也为改变我省少数民族地区面貌作
出了积极贡献。

从落后生蜕变为博士生

什玲镇山清水秀、风光秀丽、特
产丰富，素有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

“东大门”之称。但因经济相对落后，
这些年从这扇“东大门”中走出来，迈
进重点大学校门的学生屈指可数。

瑶族学生凡仁福无疑是其中最
幸运的一个。2009年，高考考了617
分的他，距离本科第一批分数线还有
18分的距离。如今即将进入天津科
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他，回想起当
年的情景仍然感慨万千：“能进入只
在本科第一批投放招生计划的天津
科技大学，多亏了天津科技大学海南

少数民族特招班项目的实施。”
以二本分数进入一本院校就读，

他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可想而知。“刚
入校时，上一届特招班的学长们就打
了‘预防针’：海南学生基础相对薄
弱，在头两次考试中落后于他人也无
需气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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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科技大学海南少数民族特招班11年招生325人，已有126人返琼报效家乡

乘梦想赴津 载希望归琼

8月28日，在刚开业不久的海口林安物流信息中心内，许多货运车辆来往穿梭。作为全省首个“互联网+物
流+商贸”示范项目，林安物流信息中心预计正常运营后日均客流量达10万人次，实现年交易额100亿元。

本报记者 陈元才 实习生 陈若龙 摄

繁忙的物流区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 （记者
许春媚）近日，80多名参加全省爱
国卫生工作会议的代表们组成观摩
团，参观了海口市内多个卫生创建
示范性现场后，对海口的“创卫”成
效点赞。

对于一个人，健康是享受幸福生
活的前提；对于一个城市，健康亦是
开创美好未来的根基。中央吹响了
建设健康中国的时代号角，海口积极
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以“双创”为总
抓手，将卫生城市的创建与精神文
明的创建结合起来稳步推进，使得海
口城市的品质大幅度提升，人民群众
的幸福指数和获得感迅速提高。

今日19时许，一场阵雨过后，

海口市新华南路居仁坊社区的小广
场，居民们在悠闲惬意地散步。“以
前晚上在广场上散步，免不了要受
蚊虫叮咬，现在苍蝇蚊子都少了，老
鼠蟑螂也看不到了，真舒服！”72岁
的梁大爷笑呵呵地告诉记者，自海
口开展“双创”工作以后，小区里的
卫生死角不见了，房前屋后干干净
净，还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来消杀。

居仁坊是海口在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过程中开展病媒生物防控工作
成效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为了打造一个健康城
市，自去年开展“双创”工作以来，海
口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为载体，建
立了政府组织和全社会参与相结合

的病媒生物防控机制，定期开展病
媒生物孳生地调查，鼠、蚊、蝇、蟑螂
监测和预防控制活动，同时还加强
了重点行业和单位防蚊蝇和防鼠设
施建设。此外，海口还通过向社会
公开招标引进了专业的消杀公司开
展病媒生物防治工作。根据卫生部
门提供的数据，今年海口病媒生物
密度相对去年，总体上明显下降。

同时，海口市以PPP的模式启
动环卫一体化之后，引进的各家公
司纷纷发挥各自设备优势和管理优
势，针对服务辖区特点与实际开展
保洁服务。新的模式使得海口的卫
生管理实现了无缝隙、无盲点，城市
的环境质量和管理水平迅速提升。

开展病媒生物防控 启动环卫一体化PPP项目

海口打造全民健康的宜居城市

本报三亚8月28日电（记者黄
媛艳 见习记者袁宇）记者日前从三
亚市有关部门获悉，华侨城集团计
划在三亚投资 300亿元-500亿元
（含PPP模式），全方位参与三亚旅
游文化项目及其配套项目的策划、
建设和运营，并将介入三亚已有旅
游资源的提升改造和经营管理，完
善旅游公共服务及相关配套设施，

改善旅游环境，推动三亚旅游“3.0
版”发展。

目前，华侨城集团已与三亚市人
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华
侨城集团计划在三亚投资300亿元
～500亿元（含PPP模式），全方位参
与三亚旅游文化项目及其配套项目
的策划、建设和运营，具体项目包括：
东岸湿地公园提升及周边区域改造；

参与崖州中心渔港及人工岛项目；参
与天涯海角、鹿回头、大小洞天等老
景区提升改造和经营管理；参与西
岛、东岛等岛屿综合开发；参与海上
巴士、环岛小火车、码头等旅游基础
设施投资建设及运营；大型生态农业
旅游观光项目开发；投资建设一个国
内最大的水公园，适时适地投资建设
欢乐谷和欢乐海岸项目。

华侨城投资数百亿元助力三亚旅游
新建多个文化旅游项目，改造升级既有旅游资源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记者彭青林）财政部日
前下达我省2016年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2亿元，
专项用于支持海口市开展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工作。

据悉，该奖励资金将用于重点强化对创业创新
基地（众创空间、小企业创业基地、微型企业孵化园、
科技孵化器等）服务能力的支持，聚焦小微企业发展
必需的内容，如对入驻基地的小微企业适当减免经
营场地、生产厂房费用等；改进对小微企业的公共服
务，促进形成服务平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服务体
系；协调落实支持创业就业以及鼓励创新的相关政
策措施等，充分体现“企业主导、政府服务、政策集
成、机制创新”的原则。

中央财政下拨2亿元
支持海口小微企业发展

本报海口8月28日讯（记者宗兆宣 通讯员陈
术颖）我省将迎来本年度国内规模最大的广告盛
会。经省政府同意，国家工商总局批准，第23届中
国国际广告节将于10月22-24日在海口举行。

据了解，本届中国国际广告节共有7大奖项、12
项世界优秀广告作品展、5场论坛、3大展览。其中
7大广告专业奖项含金量高，专业性强，代表着国内
广告专业的顶尖水平。本届广告节特别设立了海南
专项特色展览展示馆，将集中展现海南风采，推广海
南品牌，宣传海南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发展成果。

中国国际广告节
10月将在海口举办

风雨过后见彩虹
琼州新绿绕枝头

光启临近空间技术研发总部落户海口

乘“海口旅行者”
开启近太空之旅

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况予以
公示。

公示期限：2016年8月29日至9月2日，
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98）12380，65378954（传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

南广场1号楼308室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
（邮编：570203）。

举报网址：http：//12380.hainan.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16年8月27日
（拟任干部人选情况见A02版）

海南省拟任干部人选
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