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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
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深化
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总体思路和主要任务。

《意见》明确，深化石油天然气
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是：针对石油
天然气体制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
题，深化油气勘查开采、进出口管
理、管网运营、生产加工、产品定价
体制改革和国有油气企业改革，释
放竞争性环节市场活力和骨干油气

企业活力，提升资源接续保障能力、
国际国内资源利用能力和市场风险
防范能力、集约输送和公平服务能
力、优质油气产品生产供应能力、油
气战略安全保障供应能力、全产业
链安全清洁运营能力。通过改革促
进油气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大幅增
加探明资源储量，不断提高资源配
置效率，实现安全、高效、创新、绿
色，保障安全、保证供应、保护资源、
保持市场稳定。

《意见》部署了八个方面的重点
改革任务。

一是完善并有序放开油气勘查
开采体制，提升资源接续保障能
力。实行勘查区块竞争出让制度和
更加严格的区块退出机制，加强安
全、环保等资质管理，在保护性开发
的前提下，允许符合准入要求并获
得资质的市场主体参与常规油气勘
查开采，逐步形成以大型国有油气
公司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参
与的勘查开采体系。

二是完善油气进出口管理体
制，提升国际国内资源利用能力和
市场风险防范能力。 下转A02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根据工作需要，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机关现
面向全省公开选调10名工作人员。详情请登录
海南省人民政府网（www.hainan.gov.cn）、南海
网（www.hinews.cn）、南海先锋网（www.nan-
haixf.gov.cn）查询。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17年5月21日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机关
面向全省公开选调工作人员

公告

■ 新华社记者 陈二厚 董峻 侯雪静

这是举世关注的减贫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短短4年，5564万
中国人摆脱贫困，相当于一个欧洲大
国的人口总数。未来3年，还将有
4335万人脱贫。

这是掷地有声的庄严承诺——
绝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确保到
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让
中国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立下愚公志，啃下硬骨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
国理政突出位置，打响了一场脱贫攻
坚战，迎来了历史性的跨越和巨变。

不忘初心 驰而不息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

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

历史常常在开启时就昭示了方
向。

2012年12月29日，担任中共中
央总书记40多天的习近平冒着零下
十几摄氏度的严寒，赶赴地处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的河北省阜平县。

29日下午3时从北京出发，30
日下午1时离开，20多个小时，往来
奔波700多公里，习近平总书记为看
真贫。他踏着皑皑白雪，走进龙泉关
镇骆驼湾村、顾家台村这两个特困
村。在村民家中，他盘腿坐在炕上，
同乡亲们手拉手，嘘寒问暖，了解他
们日子过得怎么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
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
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
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有信
心，黄土变成金。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把帮助困难群众特别是革命老区、贫
困地区的困难群众脱贫致富摆在更
加突出位置。

这是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脱贫攻
坚的进军令！

回望来路，脱贫成绩举世瞩目。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组织大规模有计划的扶贫开
发，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前瞻未来，脱贫攻坚依然面临任
务艰巨紧迫的形势。按照新的扶贫
标准，2012年扶贫对象仍有1.22亿
人。贫困人口大多数分布在革命老
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

农村水平的六成。贫困发生率比全
国平均水平高近16个百分点。

而此时，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只有8年时间。

扶贫开发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
寨的冲刺期。

怀着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爱，怀着
对人民最浓的情，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
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扶贫开发工
作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贫
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加快脱贫致富奔
小康的步伐。

4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30多次
到国内各地考察，几乎每次都提到扶
贫。从黄土高坡到茫茫林海，从雪域
高原到草原牧区，从西北边陲到云贵
高原，习近平总书记几乎走遍全国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2016年春节前，习近平总书记
赴江西井冈山看望慰问困难群众。

在茅坪乡神山村，他一边看规划、看
手册、看记录，一边询问村民们生活
情况，还给贫困户送去年货。

人民不会忘记——连续5年，每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都要专门
看望贫困群众。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
“我到过中国绝大部分最贫困的

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贵州、云
南、广西、西藏、新疆等地。”习近平总
书记曾满怀深情地说，“他们的生活
存在困难，我感到揪心。他们生活每
好一点，我都感到高兴。”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脱
贫攻坚，亲力亲为抓扶贫工作。这源
于他40多年来从农村到县、市、省、
中央的工作过程中始终牵挂贫困群
众的扶贫情结，源于他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
担当。”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说。

下转A02版▶

庄严的承诺 历史的跨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脱贫攻坚纪实

砥砺奋进的5年

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况予以公示。
公示期限：2017年5月23日至27日，共5个

工作日
联系电话：（0898）12380，65378954（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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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22日

（拟任干部人选情况见A03版）

海南省拟任干部人选
公 告

屯昌农博会
3天揽金近14亿元

本报屯城5月21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邓积钊）2017年第八届海南（屯
昌）农民博览会今天闭幕。据统计，本届
农博会展销总时长达36小时，人流量达
23.4万人次，现场销售额达1803万元，
签订订单44宗，涉及金额13.8亿元。

据了解，本届农博会期间，全国客
商汇聚，人气较去年有明显提升，展商
不断补充货源，以应对观展人群的购
买热潮。本次展会的最后一天更是人
气爆棚，不到下午3时已经有近一半
展位所携带商品销售一空。同时，不
少展商踊跃提出续展需求，展位利用
率明显提高。

屯昌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农博会
不仅仅成了海南农业内部交流的平
台，更成为对外展示海南农业新技术、
新产品、新成果的核心平台。农博会
提供了供销平台，促进了全省农业生
产者的事业发展，并树立了其市场意
识和品牌意识。未来，屯昌将继续借
助农博会，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相关内容见A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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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发现多种
新记录蕨类植物
其中1类为新记录属

府城鼓楼古碑文“破译”

见证海南海上丝路
重要中继港地位

海南周刊 B05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李
关平 通讯员符芳学）胡椒价格上涨
时要大批量出售，下属企业得事先
上报，然而市场瞬息万变，等批下
来时价格却下跌了……这样的一幕
将不再出现。海垦控股集团（以下
简称“海垦控股”）近日发布本部管
理事项、二级企业的授权清单，放
权松绑、明确权责，进一步激发企
业活力。

根据省国资委的授权范围，海
垦控股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针
对总部和下属企业分别印发了两份
清单。其中，适用于集团本部的授
权清单，包括企业战略与投资管理5
项、人力资源管理29项、财务及资

产管理61项、公司经营治理24项、
审计风险控制3项；适用于下属二级
企业的授权清单，包括企业战略与
投资管理5项、人力资源管理9项、
财务及资产管理26项、公司经营治
理9项。

记者注意到，二级企业授权清
单中，“二级企业董事会聘任的高层
管理人员及人员变动”不再向海垦
控股报批、“薪酬绩效考核管理办
法”能自行制定、“日常经营管理”自
行决策不再报批……这些变化，充
分体现海垦控股向二级企业简化审
批程序、放权松绑。

“这是推进农垦市场化改革，培育
壮大农垦市场主体，激活农垦经营机

制的重大举措。”海垦控股二级企业海
垦实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郭仁丰
认为，一个企业的用人制度、薪酬制
度、退出制度，关系到提高企业活力、
创造力、市场竞争力。这些举措切实
落实和维护二级企业董事会依法行使
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权
利，保障经理层经营自主权。

而在项目管理方面，二级企业授
权清单中也明确“二级企业年度规划
投资计划”自行审批后向海垦控股备
案即可，二级企业“主业范围内单项
投资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的用地规
模200亩以下的符合规划的农业种
植及养殖类项目”，均可自行审批再
向海垦控股报备。 下转A02版▶

推进农垦市场化改革，激发企业发展活力

海垦出台授权清单做好“放管服”

全面贯彻落实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行动篇

深化新一轮农垦改
革。以垦区集团化、农场
企业化为主线，以职工增
收、垦区增效为目标，加
快 推 进 农 垦 市 场 化 改
革。大力清理规范垦区
土地管理关系，推进“三
类地”确权，推动土地资
产化资本化。培育壮大
农垦市场主体，激活农垦
经营机制。

——摘自省第七次
党代会报告

砥砺奋进的 年 脱贫攻坚在海南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邓积钊

一栋栋白墙黛瓦的小楼别具韵
味，背后群山云雾缭绕，小山村美得
如同一幅水墨画。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
剪刀……”日前，朗朗的读书声从屯
昌县乌坡镇芽石铺村教学点崭新的
教室中传来。讲台上，身着白衬衫的

乡村教师李修雄正引导学生读诗。
“咱们的教室新建好不久，学生

读起书来格外起劲。”李修雄介绍，
芽石铺村过去是个贫困苗村，今年
随着村庄整村搬迁工程的完成，小
村庄焕然一新，从贫困村逐渐变为
致富村，其中受益最大的当属苗村
的孩子。

1993年，李修雄第一次到芽石

铺村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山里没条
好路，连摩托车都难骑上去，我跟着
原中心校的校长走了一个多小时，
绕过坎坷的烂泥路才进了村。”

进了村，屋舍简陋，道路泥泞，
放眼望去尽是破落景象。李修雄这
才知道村中所谓的学校，就是一间
破平房。教室四壁都是裂缝，晴天
漏光，雨天渗水，靠着老师往墙上贴
报纸、防水布才能勉强使用。连门
窗都靠着一层层钉上的木板不断加
固，才能遮风挡雨。当时，学校还没
通电没通水泥路，李修雄和当地村

民小组长多次到镇上反映，教室才
终于接上了电。

在这间破平房里上课，李修雄
一教就是20余年。“老实说，如果不
是被苗村孩子对求知的渴望打动，
一般人很难有勇气在这住下去的。”
他说。

多年来，由于苗村地处深山，交
通闭塞，难以发展起产业，村民们又
极少外出打工，家家户户只靠种些
橡胶、槟榔谋生，一年纯收入不足千
元，几乎每家都是贫困户。

下转A02版▶

老教师李修雄坚守屯昌县芽石铺村教学点，喜看贫困村变为致富村

“24年了，我终于不再担心孩子失学”

⬆ 图为屯昌县乌坡镇芽石铺村旧貌。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翻拍

⬅ 5月21日，屯昌县乌坡镇芽石铺村新貌整齐漂亮，住上新房的村民
喜笑颜开。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邓积钊 余军军 摄

寻梦花海里
探趣中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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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抓“三率”那样抓落实
■ 张成林

上月成功召开的省第七次党代会，以风清气正、凝
心聚力、求真务实、团结奋进的良好风气，得到了全省
各界的热切关注和高度评价。省委书记刘赐贵在省委
常委会会议上总结省第七次党代会成功召开的经验时
指出，确保大会顺利举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精细管
理、狠抓会风，把开好大会的要求具体落实到会议的到
会率、就餐率、住宿率等具体指标上，把开好大会的责
任落实到每一个与会者身上。

在不少人看来，到会、就餐、住宿都是极细小的事，
抓与不抓似乎无关大碍。事实上，正是通过抓准、抓实
这“三率”，大会严明了会议纪律，为会议的圆满成功提
供了保障。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见到这样的情形：一件事情事先
计划很好，部署也很到位，但是到真正做起来之时，却又
出现这样那样的状况，比如，有的人不会做、做不好，有
的人不想做、做不实，有的人不认真做、做不细，结果往
往是好的计划落不了地，最终沦为空话。所以古人“知
之非难，行之不易”的感慨，并非无因。这8个字既是一
种人生经验的总结，也是对谋事做事的一种提醒。

刘赐贵书记要求，要把省第七次党代会的良好作
风延续到今后的实际工作中，以抓“三率”的精神抓好
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的贯彻落实。这为我们贯彻落实
党代会精神明确了思路，也就是要像抓“三率”一样，既
要抓准落实的关键点、突破口，又要把工作抓深、抓
细。抓准了关键点、突破口，就能快速打开工作局面；
抓深、抓细，便可保障工作的质量和效果。

抓落实，还要较真。对于“三率”，以往一些会议也在
抓，但效果却不甚理想，为何此次党代会却抓出了实效？
笔者以为，就在于组织者动了真章，拿出了一股较真的狠
劲，一个接一个核对，一人又一人核查，以100%的认真确
保了100%的成效。“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贯彻落
实党代会精神，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工作，尤其需要这种较
真的劲头。在落实过程中，需要我们紧盯问题，以严的精
神、实的作风，一盯到底，没有结果绝不罢休。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落实省第七次党代会
精神，“蜻蜓点水”不行，“眉毛胡子一把抓”也不行，必
须在抓准、抓细的基础之上，以较真的工作态度，认真
抓、反复抓，确保各项任务部署一抓到底、抓出效果、抓
出成效。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党代会精神不变形、不走
样、显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