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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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
日至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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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

（拟任干部人选情况见A02版）

海南省拟任
干部人选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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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投资 加快发展
聚焦服务社会投资百日大行动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记者叶媛媛 周晓梦）
今天，在主题为“绿色发展·智慧生态”的市长热点对
话结束后，中国生态文明论坛海口年会举行闭幕式，
首次发布了《中国省域生态文明状况评价报告》，通
过并宣读了《生态文明·海口倡议》。全国政协原副
主席、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会长陈宗兴向
2017年中国生态文明论坛承办单位惠州市人民政
府授会旗。

为期两天的论坛取得了丰硕成果，期间举行的
厅局长论坛、区县长论坛、美丽乡村论坛、土壤修复
论坛、中国制造论坛、生态旅游论坛、绿色金融论坛、
生态文化论坛、生态环境大数据论坛、“一带一路”国
际论坛等分论坛，邀请专家学者围绕新时期生态文
明建设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凝聚智慧。

现场发布的《中国省域生态文明状况评价报
告》，以深入调研和反复论证，构建了中国省域生态
文明状况评价体系，对全国除港澳台外的31个省
（市、区）开展评价，显示2010—2014年中国生态文
明总指数得分保持增长，生态文明状况逐年提升。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海口作为此次论坛的举办
地，闭幕式还宣读了《生态文明·海口倡议》，充分融
汇与会人员的智慧和本次论坛的研讨成果，提出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
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
展，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要牢
固树立底线思维、系统思维和人本思维，严守生态环
境保护红线，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坚持法治与德
治并重，走生态文明共治共享的发展新路。倡议要
共治共享，要解决好损害群众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
突出环境问题；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凝聚共
识形成合力。 (相关报道见A02版)

中国生态文明论坛
海口年会闭幕
通过了《生态文明·海口倡议》
陈宗兴向下届论坛承办单位授旗

■ 本报记者 杜颖

人活一世，见过的人，走过的
路，有过的欢乐、痛苦和感情，这一
切，最终雕塑了我们的生命。

2016年12月15日20时，年仅
49岁的南国都市报编辑韩春雷因病
医治无效离开了他所眷恋的一切。

这个被同事亲昵地叫成“大韩”
的大个子中年男人，就是那个曾为
了方便上班租住在单位旁边楼梯间
的他吗？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而甘

守清苦的他吗？是那个总为素不相
识的人捐款，却坚决拒绝重病后大
家为他捐款的人吗？

……
当海口金盘的路灯下再不会出

现他的身影，那质朴的面庞永远定
格在了2016年的冬天。

一位忠诚于报业的人
台风天摔得头破血流仍坚

持去上班

南国都市报社的年轻人，谁也

没有想到15日见到大韩时，竟是与
他的诀别。

大家以为他一定会像前几次一
样，很快就能出院回到温暖的集
体。然而这一次入院的当天下午，
大韩就因大出血病危。南国都市报
的版面上再也不会出现“责编韩春
雷”的字眼。

《南国都市报》创刊16年，他就
陪伴南国报走过了16年。

“对这张报纸，大韩真的是
‘守’出来的。”大家如此评价韩春

雷。“他是个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
的人，在编辑稿件时一个错别字都
不允许出现，连标点符号都仔细看
过，他编辑的版面相当干净。工作
能力极强的他干完本职工作，还经
常帮助别人看版面。”曾与大韩在
同一“战壕”中并肩战斗数年的同
事赵健敏说。

财经版需要经常接听股民热线，
解疑答惑。大韩为了这事每天中午
两点多钟就来报社，比别的同事上班
要早几个小时。 下转A02版▶

天涯寥廓传春雷 南国墨香凝报魂
——追记南国都市报编辑韩春雷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记者
徐博 梁晓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
见》18日印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第一个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出
台的安全生产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文件提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和任务
要求，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
安全生产领域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
向和路径。

此次意见明确提出，坚守“发展
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不
可逾越的红线，规定了“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
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要求建立企业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机制，建
立事故暴露问题整改督办制度，建
立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人员依法履行
法定职责制度，实行重大安全风险

“一票否决”。

意见提出，将研究修改刑法有
关条款，将生产经营过程中极易导
致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违法行为纳
入刑法调整范围；取消企业安全生
产风险抵押金制度，建立健全安全
生产责任保险制度；改革生产经营
单位职业危害预防治理和安全生产
国家标准制定发布机制，明确规定
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
责制定有关工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
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印发

法治文艺进校园
海口巡演
李军观看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记者金昌波 实习生邓
洁仪）日前，由省司法厅、省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办的“为了明天——海南省法治文艺进校
园”巡演活动走进海口市第一职业中学。省委副书
记李军，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到场观看。

省委六届七次全会确定每年12月为法治宣
传月。“为了明天——海南省法治文艺进校园”巡
演活动是法治宣传月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自
2013年 11月至今，巡演活动在各市县累计演出
达300场，50余万名学生和1万多名家长、教职员
工观看演出，反响热烈。活动通过《阿海和他的
哥们》《毒魔》等7部发人深省的情景剧，集中展现
了当前未成年人教育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并采
取现场互动的方式，邀请法律专家为学生、家长
解答问题。

李军对巡演“情景剧演出+现场互动”的方式表
示肯定。他说，这种轻松活泼的教育方式，寓教于
乐，效果很好，尤其是现场互动环节，法律专家面对
面答疑解惑，更加深了师生、家长对法律知识的了解
和理解。青少年是人生的重要时期，知法守法用法
非常重要，决不能因为缺乏法律知识，走上违法道
路，毁掉自己的人生，辜负家人的期望。希望同学们
以情景剧中的反面典型为戒，心怀理想，愉快学习、
健康成长，做知法守法用法的上进青少年。

省有关部门负责人一起观看巡演。

三亚机场综合
交通系统正式启用

本报三亚12月18日电（记者陈雪
怡 通讯员陈晨曦）记者今天从三亚凤
凰国际机场了解到，该机场综合交通系
统已于12月17日正式启用。即日起，
驶往凤凰机场的公交车辆将停靠在三
亚航空城北广场，团队大巴车亦可在北
广场临时停放接送旅客；出租车、机场
巴士将停靠在三亚航空城南广场。

此外，三亚航空城还通过专用通
道与机场航站楼、高铁站相连接，旅客
从候机楼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上述
任何区域，交通换乘十分便捷。目前，
三亚航空城已进入最后的内部装修阶
段，楼体“黄金地点”——一、二层及综
合停车楼被设置为停车区域，可对外
提供2040个停车位。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记者李
磊）12月12日至16日，海南省十二
届全国人大代表前往临高、儋州、五
指山、陵水四市县，开展了为期5天
的我省实施脱贫攻坚情况集中视察。

此次视察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符跃兰任
组长，视察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卫留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郝如玉，省政协副主席、省委
统战部部长王勇，全国人大华侨委
员会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符兴，武警海南省总队原政委戴金

益等17名全国人大代表组成。
12月12日，视察组在海口听取

了省政府关于海南省实施脱贫攻坚
情况汇报后，前往临高县，先后实地
视察了博厚镇道德村和美略村产业
扶贫建设等情况。在道德村林下养
鸡示范基地，视察组一行肯定了这
种帮扶措施精准、并可持续性发展
的产业发展模式。

在对儋州市的视察中，视察组
对该市雅星镇林下养鸡产业扶贫建
设情况、路千村整村改造项目进行
了视察。在雅星镇新让黎族村温氏
扶贫养殖示范小区里，代表们走进
一间由五户贫困户共同建立的养鸡

大棚，了解了养殖产品的产销情况，
并指出增加贫困群众收入，要处理
好短期效果与长期发展的关系，帮
扶措施既要精准，也要谋划长远，实
现可持续发展。

在五指山市，视察组对位于南
圣镇的海南佳裕生物开发有限公司
五指山蜘蛛养殖基地和五指山牙南
种养专业合作社进行了视察。在五
指山牙南种养专业合作社，代表们
走进布满蜘蛛养殖箱的养殖厂房进
行参观，并了解到该合作社的蜘蛛
养殖已扶持带动当地建档立卡户
246户900多人。

12月15日，视察组来到陵水黎

族自治县，先后来到英州镇母爸村
委会扶贫芒果基地、文罗镇五星村
委会青蒲豪猪养殖示范基地及坡村
乡村旅游示范村。在坡村，视察组
一行指出，陵水在打造全域旅游示
范乡村的同时，要引导村民共同参
与乡村建设，将全域旅游打造和脱
贫攻坚工作相融合，促进当地农民
脱贫致富。

在为期五天的视察过程中，视
察组均听取了所视察市县关于实施
脱贫攻坚情况的汇报。12月16日
视察结束后，视察组对在陵水的视
察报告提纲进行了讨论，并将形成
视察报告报全国人大。

省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四市县实施脱贫攻坚情况

帮扶措施要精准 产业发展要长久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记者单
憬岗）15日，省重点项目日月广场在
海口正式开业，这个投资50亿元的购
物中心是海口固定资产投资连创佳
绩的一个缩影。基础设施建设、制造
业、产业新动能集聚、棚户区改造四
大增长点，推动前11月海口固投总
量、增速均居全省第一，增速稳居全国
大中城市前三；其中民间投资占八成。

10月1日晚，琼山区委办公室灯
火通明，区委常委会决定成立区委书
记挂帅的日月广场综合服务领导小
组，对其开业涉及的一系列交通疏

导、安保、环卫、审批等问题，均实施
极简审批、高效服务，确保了日月广
场按时完工和开业。

海口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率先
垂范，转作风、提效率，成为海口机关
作风的真实写照。今年来，海口以

“四种精神”抓投资上项目，相继开展
项目建设年、服务社会投资百日大行
动，采取一站式服务，点对点跟踪落
实，收效明显。前11月海口民间投
资占比达到八成，在全国民间投资下
降的背景下格外令人瞩目，充分体现
投资环境的改善。

海口高新区的极简审批，切实解
决了阻碍社会投资项目推进的问题，
使康迪电动车、林安物流、创志等多

个项目提前开工，节约大量成本。“既
充分落实了企业自主权，又改变了过
去重审批轻监管的局面，找到了企业
发展与政府监管的最大公约数。”国
务院办公厅督查室刚下发的第三次
督查反馈意见中，高度评价海口极简
审批制度。

就这样，海口以“双创”精神和模
式为动力，一个又一个重点项目开工
建设，一批又一批重点工程快马加
鞭，多个项目驶上“快车道”，不断续
写“海口速度”，为全市经济发展提供
了重要支撑。1月-11月，海口固投
累计完成 1109 亿元，同比增长
22.3%，完成额超全省1/3；其中11
月单月同比增长26.9%。

海口市发改委总经济师石晟屹
认为，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产业新
动能、棚改是海口今年固投的四大主
要增长点。

从基础设施看，海口基础设施投
资占比较去年提高12个百分点，一
批批关乎长远发展的大项目纷纷加
快进度，美兰机场二期、新海港区建
设提速，带动周边及配套建设逐步完
善；海秀快速路一期通车，有效提升
交通水平；江东大道、海甸岛环岛路
及2000多个小街小巷改造的实施，
进一步优化路网。

从制造业看，1月-11月海口制
造业固投同比增长47%，普利制药技
术升级、威特电气产业园、齐鲁制药

新生产线等项目纷纷开工或投产。
从投资结构看，生产性项目占比超
50%，海口塔、现代美居物流园、海航
空乘学院、复兴城互联网产业园等的
建设，形成了产业新动能。同时，随
着棚改不断推进，相应的基础设施、
公共配套、商业配套进入建设期，拉
动固投效应初显。

大项目纷纷入驻，大产业加速集
聚，令海口经济社会发展站在更高起
点上。“十二五”以来，海口固投累计
完成3398亿元，年均增长23.7%，去
年投资总额破千亿大关，占全省比重
从26.3%升至30%；增速连续4年位
居全国35个大中城市前三，从去年
起更稳居第一。

前11月海口固投累计完成1109亿元，同比增长22.3%，增速稳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

四大增长点助推海口固投连创佳绩

12月18日，2016两岸诗会桂冠诗人颁奖典礼在台湾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大觉堂举行，这是两岸诗会首次走进
台湾。两岸诗会已经在海南举办了五届，活动在海峡两岸及华人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推动了两岸文化的交流与
合作。图为颁奖典礼上诗人吟诵动人诗篇。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相关报道见A02版)

两岸诗会
首次走进台湾 儋州国际马拉松赛结束

肯尼亚选手包揽男子组冠亚军

本报那大12月18日电（记者王黎刚）18日上午
8时，海南儋州国际马拉松赛鸣枪起跑，男子组冠军
被来自肯尼亚的选手朱利叶斯获得，成绩为2小时
16分12秒。

朱利叶斯的同胞吉柏尔特以2小时16分52秒
的成绩获得亚军，第三名是来自厄立特里亚的选手
特威尔德，成绩为2小时17分35秒。

本次赛事有男女全程马拉松、万人迷你跑两项，
来自埃塞俄比亚、美国、意大利、英国、中国等2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万余名选手参赛。

儋州已连续成功举办7届国际马拉松赛事，儋
州国际马拉松晋升为海南惟一的银牌马拉松赛事，
成为儋州的城市名片。

本次比赛由中国田径协会、儋州市人民政府联
合主办，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指导，儋州市文
化广电出版体育局等单位承办。

(更多内容见A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