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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金昌波）日前，
省委政法委调研组赴海南政法职
业学院就切实做好省第七次党代
会精神学习贯彻落实工作进行部
署，要求以学习贯彻落实党代会
精神为契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视察时重要
讲话精神，按照正规化、专业化、
职业化的要求，全力抓好政法人
才的培养和青年法治教育工作，
为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作出更大
贡献。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肖杰参
加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参观了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科技法庭、监
控中心等，看望慰问了教职员工，
听取了海南政法职业学院汇报党

代会精神传达学习贯彻及各项工
作开展情况。

肖杰要求，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要以学习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为
契机，结合平安海南、法治海南、
和谐海南建设的实际，发挥资源
优势，提升广大教职员工、学生的
思想认识，树立正确理想信念，切
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
为建设美好新海南作出更大的贡
献。要创新办学体制机制，加强
与政法系统各单位合作，办出特
色、办出水平。要加强学校政治
思想工作，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切
实为我省政法系统培养更多专业
人才。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积极学习贯彻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

全力抓好政法人才培养
和青年法治教育

本报海口5月18日讯 （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周晓东）昨天下
午，省委教育工委召开会议，贯
彻落实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精神，要求全省教育系统特别
是各高校要认真学习、深刻领
会、坚决贯彻会议精神，不断加
强高校班子建设，增强做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凝心聚力办好社会主义大
学。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教育工委
书记王瑞连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省委书记刘赐贵
在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通篇贯彻了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
了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
神，鲜明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办
学方向，为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培养更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时

代命题，是我省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行
动指南。

王瑞连强调，全省教育系统特
别是各高校要认真学习、深刻领
会、贯彻落实全省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精神，要与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落实
省第七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教育
改革发展目标任务和营造和谐稳
定的校园环境紧密结合起来，切
实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实效性。
要全面贯彻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
责制，进一步健全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
机制，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加强思想政治建
设和自身能力建设，不断提高管
党治党和办学治校水平，为加快
建设美好新海南培养更多建设者
和可靠接班人。

省委教育工委学习贯彻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凝心聚力
办好社会主义大学

一版延伸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今天，我省在北京举办“美好新海南
投资新机遇”——2017海南综合招商活
动新闻发布会和重点招商项目发布会，以
我省有全国最好的生态环境、全国最大的
经济特区和全国唯一的省域国际旅游岛
这“三大优势”为亮点，以旅游产业、热带
特色高效农业、互联网产业等十二个重点
产业为主角，热情邀请国内外投资者与海
南共享发展新机遇。

在重点招商项目发布会上，省直相关部
门、各市县及洋浦经济开发区就旅游产业、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医疗健康产业等重点产
业发展情况做了全面介绍，并着重推介各重
点产业招商引资的重点领域和项目。

发布会现场座无虚席，近800家受邀
企业对我省经济发展现状和前景表现出
肯定与兴趣，并与我省近300个招商项目
进行对接，初步达成近70个合作意向。

用最好的资源吸引最好的投资

“今年，海南推出116个旅游招商项
目，投资约2638.88亿元”“国家广电总局
同意在海南开展国产网络游戏属地管理
试点工作，今天我们带来了包括中国游戏
数码港项目等8个全省文体产业投资项
目，总投资87.875亿元”……

在下午举行的重点招商项目发布会
上，省直相关部门、各市县及洋浦经济开
发区负责人从产业发展现状到具体招商
项目，都做了详细介绍，并邀请已在海南
投资项目的相关企业分享成果和感受，博
得与会企业点头称赞。

“用最好的资源吸引最好的投资”，海
南的经济发展需要强强联手，也需要取长
补短。“今年，海南旅游产业招商引资将突
出旅游要素短板招商，围绕旅游‘食、住、
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中的短板招商，包
括重点引进夜宵一条街、自驾车露营基
地、环岛游船旅游项目、旅游商品电商平
台等项目，打造国际水平的主题乐园、大

型文化旅游景区，以及旅游城市和滨海码
头的酒吧街、旅游演艺、艺术博物馆群等
项目。”省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说。

不少与会企业表示，通过此次重点招
商项目发布会，他们进一步了解了海南旅
游产业、现代物流业、特色产业小镇建设、
美丽乡村建设等发展现状，看到了更多的
需求、更大的机会和更广的空间，也更明
确了他们接下来计划在海南的投资方向
和具体项目。

特色推介引人关注

在下午的10场重点招商项目发布会

中，有2场尤为吸引眼球——特色产业小
镇建设招商发布会和美丽乡村建设重点
招商项目发布会。

“通过强化基础设施、完善配套机制、
推动改革创新等，海南美丽乡村建设发展
潜力不断显现、发展活力不断释放、发展
动力不断增强。”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我省一批美丽乡村建设项目首次在省
外“亮相”，旨在吸引社会投资高水平建设

“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共同打造宜居宜业
宜游宜养的美丽家园。

此次发布会共汇总了 876 个美丽
乡村建设项目，涉及休闲农业旅游、特
色农业、乡村民宿、民族文化传承、特

色农产品种植、农村生态修复、传统村
落保护等多个方面，投资总额达300多
亿元。

“这次我们专门带了一批企业过来参
会，听了介绍，并和已投资的企业交谈后，
我们对于在海南投资美丽乡村建设的信
心更坚定了。”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大健康
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彦惠说，将
尽快组织企业考察团，于5月底前往海南
展开深入考察了解，希望在美丽乡村建设
因地制宜“个性化设计”方面能有所收获，
并计划6月再赴海南探讨合作模式，促成
投资落地。

（本报北京5月18日电）

我省在北京举办重点招商项目发布会，邀请投资者赴琼共享海南发展新机遇

美丽乡村建设项目京城觅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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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冻肉是指未经法定检疫和报关
进入国内市场的牛肉、牛排、牛肚、猪肉、
猪排、猪肚、猪蹄、鸡肉、鸡翅、鸡爪等国外
生产的冷冻肉品，这些产品大多来源于我
国禁止进口畜禽产品的疫区国家，可能携
带人畜共患病毒，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过去，在海南市场上销售的进口冻肉
大多数是走私冻肉，主要经中越边境从陆

路和海路走私进入海南。2014年8月以
来，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先后开展了
13轮覆盖全省的排查整治存储销售走私
冻肉违法行为专项行动。摸清了全省冻
肉库分布情况和经营规模，把冻肉库作为
突击排查和日常监管的关键点，对所有冻
肉库实施“定人、定库、定频次”监管，已经
查处案件150余件，吊销2家企业的经营

许可证，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3宗。今年
“五一”节前后再次开展了覆盖全省、同一
时间、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的统一排查行
动，覆盖了全省410个冻肉库、237个农
贸市场和146个超市的冷冻柜，问题发现
率为2.5%，共查出12个冻肉库、7个农贸
市场的10个摊位、1家超市存储销售的走
私冻肉3.9吨。正在对违法经营者立案调

查，对走私冻肉追根溯源。现将经营者名
单予以曝光。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将以“早一
天消灭有害食品药品，人民群众的健康
就少一天遭受危害”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继续高压整治存储销售走私冻肉的违法
行为。在此，再次提醒冻肉及其制品的
经营者，必须严格执行食品药品监管局

制发的“必做清单”和“禁做清单”，不得
采购销售外包装是全外文、繁体中文，无
包装以及品名、批次与《检验检疫证明》
不符的冻肉，否则，将面临15万元的最
严厉处罚，情节严重的将被吊销经营许
可证，涉嫌犯罪的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监督，不去
购买外包装为全外文、繁体中文或无包

装冻肉，一旦发现购买、存储、加工、销售
走私冻肉行为的，请及时拨打12345或
12331进行举报，一经查实，最高可获50
万元奖励。

特此公告。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7年5月18日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排查销售走私冻肉违法行为的结果公告

12个冻库，涉嫌违法产品3816.51千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小计

经营者名称

海口龙华雷牛冷冻品商行

海口龙华环环冷冻食品店

海口龙华域鑫食品冻品商行

海口龙华鑫鼎豪冷冻食品商行

海口秀英阿锋冷冻品店

海口琼山吴清渝蛋类销售店

三亚怀恒食品有限公司

儋州白马井鸿发冷冻店

琼海嘉积黎国和冻库

临城宏帮冷冻食品商行

屯昌屯城润兴冻品商行

经营者地址

海口市新港路4-36号铺面后面冻库

海口市滨海大道水产码头锦晟市场

H39号

海口市新港路5号01A铺面

海口市滨海大道2号锦晟副食品、酒

店用品市场H49号

海口市滨海大道锦晟市场H27号

海口市秀英区海玻市场2号楼冻品区

1号

海口市琼山区中山南路

三亚市红郊社区三组125号

儋州市白马井镇涌泉市场

嘉积镇富侨路11号

临城镇西门市场二楼

屯昌县屯城镇供销东路28号

品名

牛腩、牛肚、

肥牛

猪肚、鸡爪等

去骨牛肉

猪颈肉、牛胸

肉等

鸡爪

牛肉

猪肚

牛肉

鸡翅

鸡爪

鸡翅尖

鸡爪

鸡肫

鸡爪

鸡爪

鸡翅

重量/千克

2158.07

50

1079.54

50

26

11.5

30

20

50

20

18

50

120

10

3.4

90

30

3816.51

标示原产地

加拿大、巴西、法

国等地

巴西、美国、阿根

廷等地

巴西

美国

巴西

未标明

印度

美国

巴西

美国

巴西

10个农贸市场摊位,涉嫌违法产品74.2千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小计

经营者名称

海口美兰白龙市场257号摊位

海口美兰白龙市场246号摊位

海口秀英长流农贸市场D20麦发文摊位

海口秀英长流农贸市场D23邝娥嫚摊位

海口秀英长流农贸市场D24谭小麟摊位

海口琼山金花市场007-008陈文燕摊位

海口琼山许立萍光鸡鸭摊

临高加来梅金蔬菜行

临高多文冠民副食店

东方市第三市场冰冻食品区2号吉琴芬

摊位

经营者地址

美兰区青年路白龙市场

秀英长流农贸市场内

琼山金花市场

琼山区府城镇东门市场

临高加来镇祥兴路26号

临高县多文镇新市场

东方市第三市场冰冻食品区2号

台

品名

鸡爪

鸡爪

鸡爪

鸡爪

鸡爪

鸡爪

鸡爪

鸡爪

鸡全翅

鸡全翅

鸡爪

鸡肫

重量/千克

5

5

1

2

5

15

6.3

13

4.8

4.6

7.5

5

74.2

标示原产地

巴西

阿根廷

巴西

1家超市,涉嫌违法产品18kg
序号

1

小计

总计

经营者名称

临高临城文明超市

经营者地址

临城镇二号桥北原水产公司楼第

七、八间

品名

鸡爪

重量/千克

18

18

3908.71

标示原产地

巴西

2017年4月全省查处的存储销售走私冻肉经营者名单

5月18日，“美好新海南 投资新机遇”——2017海南综合招商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报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