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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梁
振君）今天一大早，代省长沈晓明主
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第
一时间传达学习省第七次党代会精
神，安排部署全省政府系统贯彻落
实工作。沈晓明强调，要把学习贯
彻党代会精神特别是刘赐贵同志
所作的报告作为当前重大的政治
任务来抓，精准把握会议精神，紧
密联系工作实际把党代会精神落
实到具体工作中，贯穿到政府工作
的全过程。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第七次党代
会精神，省政府党组成员结合实际
谈了学习体会。会议认为，省第七
次党代会描绘了海南未来五年改革
发展的宏伟蓝图，意义十分重大。
刘赐贵同志代表第六届省委所作的
报告，通篇贯穿了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通篇贯彻了习近平
总书记2013年视察海南时的重要
指示精神，通篇体现了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指导
和推动海南决胜全面小康、加快国
际旅游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沈晓明指出，报告是全省政府
系统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遵循，政
府系统党员干部要精准把握党代
会的重大意义和精神实质，增强学
习领会宣传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
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精准把握
省委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的政治自觉意识；要精准

把握党代会确定的加快建设美好
新海南的鲜明主题；要精准把握过
去五年取得的巨大成就；要精准把
握砥砺奋进积累的宝贵经验；要精
准把握党代会确定的奋斗目标和
任务；要精准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
各项要求。

沈晓明强调，蓝图已经绘就，目
标已经明确，关键在抓落实。要紧
密结合工作实际，切实把党代会精
神落实到具体工作中、贯穿到政府
工作全过程。 下转A03版▶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时强调

切实把党代会精神
落到实处贯穿到政府工作全过程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况
昌勋）省委办公厅今天印发《关于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落实省第七次党代会精
神的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
彻落实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进一步
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
齐意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坚定
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权威，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更加扎实地把中央和
省委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为加
快建设美好新海南而努力奋斗。

省第七次党代会，是在海南实施
“十三五”规划、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
时期召开的十分重要的会议。《通知》
指出，大会通过的刘赐贵同志代表第
六届省委所作的报告，既体现中央精

神又契合海南实际，反映了全省各族
人民的共同愿望，具有很强的思想性、
前瞻性、指导性和实践性，是全省各级
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集体智慧的
结晶，是指导我省今后五年发展的纲
领性文件。

领会和把握党代会精神，要重点
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一要深入学习
领会党代会的鲜明主题，准确把握美
好新海南的丰富内涵；下转A03版▶

省委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彭
青林 梁振君 孙慧）今天上午，省委
书记刘赐贵主持召开省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
关精神，通报2016年扶贫工作成效
考核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脱贫攻坚
工作，审议通过相关文件。刘赐贵强
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
贫攻坚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细化落
实省第七次党代会报告对脱贫攻坚
的相关部署，坚持做到“三个结合”

“四个始终”，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兑现
对中央和全省人民的庄严承诺，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沈晓明，省
委副书记李军，省委常委毛超峰、王

瑞连、张琦、胡光辉、蓝佛安、肖莺子、
肖杰、严朝君、张韵声，省领导林北
川、李国梁、王路、何西庆、史贻云，省
军区领导毕重峰出席会议。

刘赐贵带领大家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3月31日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精神，指出习总书记关于
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海南加
快推进下一步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基
本遵循。会议还传达了中央关于扶
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有关文件精神；
传达了全国扶贫办主任座谈会精神。

刘赐贵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不落下一个海南百姓”，是新一届
省委在省第七次党代会报告中作出
的庄严承诺，也是向全省各级党组织

立下的军令状。新一届省委领导班
子的第一次专项工作会议研究扶贫
开发工作，就是要深入领会习总书记
对脱贫攻坚的系列重要指示，贯彻落
实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坚决把脱贫
攻坚工作牢牢抓上手、抓到底、抓出
成效。

“成效较明显，但基础不牢。”刘
赐贵总结去年以来我省脱贫攻坚工
作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时说，既
要看到去年我省脱贫攻坚首战告捷，
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和鼓励；又要
清醒地认识到，一些地方仍不同程度
存在突击和短期行为、脱贫不实、扶
贫干部管理不到位、资金使用缓慢等
问题，必须切实加以解决。

刘赐贵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在下
一步扶贫开发工作中要高度重视做
好“三个结合”。一是扶贫开发要与
美丽乡村建设、全域旅游发展紧密结
合。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把村庄变成
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景区，支持当地
百姓因地制宜对住宅改造升级，把农
居变成与游客共享、吸引“候鸟”的舒
适安全的“鸟巢”，通过提供食宿、销
售特色农产品、发展休闲农业等为农
民带来长久稳定收入，带动增收脱
贫，真正把海南的绿水青山变成百姓
的金山银山。同时要注意用最好的
生态资源吸引最佳投资者，实现美丽
乡村和“鸟巢”的持续稳定经营。二
是扶贫开发要与“五网”基础设施建

设紧密结合。五指山、保亭、白沙等
高速公路连接线今年要全部开工，尽
快实现“县县通高速”；要立足“全省
一盘棋”谋划“五网”互联互通，加快
补上教育、医疗短板。三是扶贫开发
要与长效机制紧密结合。加快建立
健全扶贫机制，打造一支“永远不走
的扶贫工作队”。

刘赐贵强调，在脱贫攻坚工作中
要坚持“四个始终”。一是始终做到
精准识贫、精准脱贫。要按照习总书
记“继续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
略，用绣花的功夫实施精准扶贫”等
指示要求，把“精准”严格落实到识
贫、扶贫、脱贫等全过程，确保政策公
平和社会稳定。 下转A02版▶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要求

坚持“三个结合”“四个始终”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沈晓明李军出席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金
昌波 陈蔚林）受省委委托，今天下
午，省委副书记李军分别出席省委
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委政法委干
部大会，宣布省委关于省委宣传部、
省委统战部、省委政法委主要负责
同志任免职的决定。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瑞连分
别主持会议，并宣读省委相关职务
任免的文件。省委根据中央有关规

定和省委换届后的工作需要，经请
示中组部并征得中央有关部门同
意，决定省委常委肖莺子同志担任
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常委肖杰同
志担任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委常委
张韵声同志担任省委统战部部长，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俊同志不再
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省政协
副主席王勇同志不再担任省委统战
部部长职务。

李军代表省委对此次人事调整
作了说明。他指出，全省宣传、统
战、政法系统要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迅速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人事调整决
定上来。要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当作当前首要
政治任务，切实抓紧抓好，抓住不
放，抓出成效。要加强宣传、统战、

政法各部门党的建设，全面推进从
严治党，团结带领干部队伍求真务
实、开拓进取，为加快建设经济繁
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
的美好新海南贡献力量，以优异的
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李军强调，全省宣传思想文化
系统要切实宣传好、落实好省第七
次党代会精神，紧紧围绕省委中心
工作， 下转A03版▶

李军出席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委政法委干部大会时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
为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贡献力量

■ 本报评论员

中国共产党海南省第七次代表
大会胜利闭幕了。本次大会选举产
生了政治立场坚定、结构优化、富有
活力的新一届省委领导集体，选举
出了我省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大
会通过的报告，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落实习
总书记视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系统回顾总结了省第六次党代
会以来的发展成就，深刻分析了当
前海南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提出
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奋斗目标和工作
任务。省第七次党代会的成功召
开，标志着海南将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展开新的发展征程。

形势在发展，事业在开拓，人民
在期待。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集中
体现在刘赐贵同志所作的报告中。
报告既体现中央精神又契合海南实

际，反映了全省各族人民的共同愿
望，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前瞻性、指导
性和实践性，是全省各级广大党员干
部和各族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
导我省今后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认真学习宣传和全面贯彻落实
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是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全省的一项重要政治任
务。省第七次党代会描绘了加快建
设美好新海南的宏伟蓝图，明确了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守好祖国南大门

的责任担当。学习宣传贯彻省第七
次党代会精神，就是要把省第七次
党代会精神落实到走出一条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的路子，谱写美丽中国
海南篇章上来，落实到推动全省政
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上来，落实到促进全省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上
来，使之成为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的强大思想武器。 下转A03版▶

在新起点上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一论学习贯彻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

关注“五一”小长假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钟
礼元 覃曼）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天气晴
好，不少市民游客纷纷出行欢度小长假，海口火山口
公园、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
园等主要景区（点）迎来新一轮的客流高峰。

今天，丰富多彩的景区主题活动让许多游客流
连忘返：火山口公园上演民俗歌舞表演、推出“海南
火山热带水果宴”；海口观澜湖旅游度假区新城推出
动漫周边展、游戏互动区、动漫主题餐厅等活动；海南
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推出了“猴王争霸”“劳模免费游”
主题活动；世外桃园举办了“淘鸭”“抓鱼”亲子活动。

截至14时，海口市九家A级景区共接待游客
7.25万人次，同比增长57.07%。其中海口火山口公
园、野生动植物园、假日海滩、观澜湖旅游度假区四
个4A级景区共接待游客5.35万人次。

各大景区推出丰富活动

海口迎客超7.25万人次

本报三亚4月29日电（记者孙婧 黄媛艳）“五
一”小长假首日，三亚七大景区共接待游客6.61万人
次，同比增长14.24%，旅游饭店平均开房率70.74%。

今天正式开园的三亚青塘村，以“彩虹部落”为
概念，重点关注亲子户外拓展和乡村休闲旅游市场，
将儿童教育产业、民宿产业和有机农业相融合，提供

“亲子互动”“文化教育”“休闲娱乐”“户外体验”“牧
场养殖”等多重体验式产品，开园首日就吸引了大批
亲子游客群。

作为国内热门度假目的地，三亚“五一”旅游热
度持续升温。旅游饭店平均开房率为70.74%，亚龙
湾、海棠湾等度假湾区酒店出租率均超过80%，一
些酒店的基础客房基本售罄。

旅游热度持续升温

三亚旅游饭店
平均开房率超七成

4月29日，游客在三亚南山景区游览。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4月29日，海口火山口公园举办“海南火山热
带水果宴”，市民游客免费品尝当地生产的水果。

本报记者 邓海宁 通讯员 覃曼 摄

本报椰林4月29日电（记者苏
庆明 通讯员陈思国）记者从陵水黎
族自治县扶贫办了解到，近一年来，
该部门主管的陵水县慈善会扶贫专
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已经筹集到9800
万余元扶贫专项基金，助力该县脱贫
攻坚工作。

该基金会设立于2016年3月，属
于社会团体，主要接受企业及社会爱
心人士募捐；陵水也成为我省首个设
立慈善扶贫专项基金会的市县。截至
目前，接受来自企业和社会爱心人士
的捐款达4800多万元，同时还获得来
自陵水县财政的5000万元捐款。

陵水县扶贫办主任吴宗伟说，该
基金是对政府专项扶贫资金的有效补
充，拨付流程相对简单，可以灵活满足
一些扶贫需求；同时，也可以满足企
业定向帮扶的要求，鼓励龙头企业参
与脱贫攻坚，带动社会各界参与扶
贫。该县为全县贫困户购买的贫困
家庭人身保险投保费将由该基金会
拨付，同时，英州镇将组织全镇500多
户贫困户成立英州惠农扶贫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也来自
该基金会。

陵水扶贫基金会
筹资近亿元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宗兆宣 通讯员王
英超）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第一天，为确保假期旅游
市场的有序、和谐，全省工商执法人员全面深入到旅
游监管一线，当天检查海鲜排档278家次，旅游景点
65家次，旅游购物点99家次，水果摊（店）865家次，
农贸市场208家次，其他涉旅企业101家次。

针对旅游市场存在的不规范、不诚信经营行为，
各地工商部门突出整治重点严厉打击。对景区景
点、旅游购物点商业贿赂、无照经营、发布虚假旅游
广告、欺客宰客、商标侵权等违法违规行为从严从重
从快打击，一经查实一律顶格惩处。各市、县、区工
商局、工商所领导全部深入市场监管一线。

据悉，“五一”小长假期间，12345省政府综合服
务热线24小时开通人工接听，各热点景区的远程视
频投诉终端实行“早九晚十”接诉制。工商消费纠纷
调处人员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处理消费投诉。

全省工商系统深入一线
加强旅游市场监管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陈
雪怡 通讯员闫洁）记者从省统计局获
悉，今年一季度，海南民间投资完成
419.65亿元，同比增长11.7%。值得
一提的是，一季度的民间投资占全省
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60.2%，对全省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
59.4%，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3个
百分点，这表明我省的投资内生动力
不断增强。

从具体产业行业领域看，一季度，
工业民间投资快速增长，制造业和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民间
投资高速增长。工业民间投资12.07
亿元，同比增长91.7%。制造业民间
投 资 完 成 9.6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5.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
产和供应业民间投资完成投资2.27
亿元，同比增长10.9%。

与此同时，一季度，科教文卫领域
民间投资保持快速增长。全省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文化体育和娱
乐业、卫生和社会工作领域民间投资
完成24.78亿元，同比增长254.6%。

一季度海南民间投资
同比增长11.7%
投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