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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政法委召开
“平安海南
法治海南建设”研讨会

海口党政代表团赴湛江考察学习

跨越海峡大研讨,推动海峡经济带建设
■ 本报记者 郭萃

推动上升为国家支持的区域合作项
目，打造辐射环北部湾 1500 万人口
“此次考察让我们感到必须要
的区域中心城市。
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意识，努力将压
带着这个目标和任务，海口四套
力转变为动力！”在对广东省湛江市
班子主要负责人以及近 30 个职能部
4 个考察点的参观学习和两场座谈
门、国有企业的负责人 7 月 13 日赴
会议后，短短 30 个小时，海口党政
湛江开展考察研讨,详细了解湛江港
代表团开拓了视野，触发了研讨与
及港湾整治、
“ 一湾两岸”规划建设、
思考。
“五岛一湾”滨海旅游产业园发展规
在海口开展“深入学习贯彻习
划、交通路网规划建设、城区扩容提
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
质情况等。
精神建设美好新海南”大研讨大行
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廖
动活动中，
“ 加快琼州海峡经济带建
小平告诉记者，近些年海口旅游局限
设”是一个重要部分。省委常委、海
于岛内市场的旅游合作，格局不够。
口市委书记张琦指出，要立足加快
作为省会城市的海口，在区域旅游合
海南、海口与内地一体化发展，研讨
作方面站位要更高，视野要更广。下
如何进一步理顺和湛江市的合作机
一步我们将与湛江进行更密切的合
制，加快港航一体化，建设琼州海峡
作，利用双方优势资源进行整合互
快速通道，携手湛江制定发展规划，
补，整体开发产品线路和宣传营销，

打造“一路向南去看海”的区域旅游
形象。
交通是“琼州海峡经济带建设”
中尤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在最后一
站的考察中，海口党政代表团赴湛江
市徐闻县考察徐闻港和半小时水上
交通圈的建设情况。
两个月的时间重新更改规划方
案并已经开始施工……徐闻港的规
划和进度让海口深深感到了紧迫感
和压力。
7 月 14 日中午返程途中，一场研
讨会在船上召开。与会人员针对所
看所听讨论自己的感想并提出意见
和建议。
“今年 5 月到湛江的时候看到他
们徐闻港的设计图纸，规划还是存在
问题的，这次来看到却是另一番景
象。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徐闻港就重

态优异，外有海浪沙滩，内有茂林绿
荫，可为各类体育赛事提供理想场
所。因此，海南要抓住机遇，积极下
好体育赛事这盘棋，把体育赛事举办
地打造为体育赛事胜地。
@画中游：完善基层公交，让全
域旅游更方便。近年来，海南的乡村
旅游发展迅速，尤其自创建全域旅游
示范省以来，
乡村旅游在各地如火如
荼。但到基层市县游玩时，
却感觉交
通上稍显不顺。当然，县道、乡道都
很顺畅，可公交运行却显不足。一个
是一些市县公交线路没有入网，
游客
用手机查找不方便，只能向当地人询
问；另一个是旅游公交频次不足，往
往要等上半天才能等到。建议各地
在发展全域旅游时，要在公交运营上
多做文章。另外，
也可以积极拓展租
车、滴滴快车、共享单车等业务，
让乡
村游无缝对接。 （本报记者整理）

题简单化处理，尽快将新海港区规划
定下来。同时要全方位和湛江、徐闻
进行对接，形成调度会议机制，市委
专题会议两到三周讨论一次。加大
考核督察力度，各部门要扛起担当。
此外，在项目推进方面，海口市结合
大研讨大行动活动，从 8 月份起开展
投资项目百日大冲刺，确保投资项目
落地。
船驶至海口，此时已是 14 时 30
分许，考察团的成员顾不上休息，挟
裹着海风的咸腥，带着海浪的激情，
纷纷赶去办公室部署新的工作任
务。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毅快步走向办公大楼，
“ 从现在起
就要加快研究新海港区设计方案，
争 取 月 底 前 定 下 来 ，8 月 中 下 旬 动
工，明年 10 月与徐闻港共同开港。”
（本报海口 7 月 16 日讯）

湖南：
重要改革方案需进行第三方评估

百日大研讨大行动
“大家谈”
@牛健：建议三亚解决电摩乱
象。三亚定位为国际精品旅游城市，
但目前电动摩托车过多，带来很多城
市交通与噪音问题。为了彻底根治
这一城市顽疾，打造秩序井然、安静
祥和的国际精品旅游城市，建议在三
亚引导市民减少电动摩托出行。同
时，可通过公开招聘、加强培训的方
式，引导部分“黑摩的”司机转行转
业，解决其就业与家庭生计问题。此
外，要继续推动出租车与网约车的发
展，引导他们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逆风而行：把海南打造为体
育赛事乐园。近年来，一些重要的国
际、国内体育赛事纷纷在海南举办，
比如，儋州国际象棋超霸战、万宁中
华龙舟大赛、万宁国际冲浪赛、屯昌
乒乓球赛……诸多赛事的举办，使海
南在体育赛事举办方面具有了一定
知名度。再加上，海南环境优越、生

新设计规划并已开工建设，作风之果
断、行动之快值得海口学习。
”
“徐闻港‘海上生明月’的景观设
计非常好，从海面上看枢纽大楼像是
一轮明月从海面上缓缓升起，既简
约，又有创意，值得海口新海港在规
划中学习借鉴。”
“徐闻港规划落地速度如此快，
离不开果断务实的干部作风，海口
干部作风要转变思想，执行能力要
增 强 ，不 仅 要 研 究‘ 怎 么 干 ’的 问
题 ，更 要 研 究‘ 怎 么 快 干 ’
‘怎么干
好’。此外，在产业发展方面，海口
要加快签约项目落地，合理规划产
业的发展。”
……
张琦强调，海口要加快建设琼州
海峡一体化的步伐，果断决策，不能
再议来议去、议而不决，要将复杂问

他山之石·外地经验
近日，摆在湖南省社科院研究
员方向新面前的，是《湖南省进一步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初
稿。湖南省委改革办希望由这位户
籍制度研究专家牵头，对这份改革
方案进行事前评估。这份特殊的任
务，开启了湖南省创新改革手段的
一次尝试——就重要改革方案开展
第三方评估。
从方案出台的“最先一公里”，
到改革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湖南
不断创新方式方法，用改革的办法
抓改革，让改革既有含金量，更能接
地气，
让群众更有获得感。
在一些重大改革草案出炉之
初，湖南省委改革办便提前介入，
开展内部评估，以便更加精准地打

捞 方 案 中 的“ 干 货 ”，过 滤“ 私
货”。 内评之外，湖南又大胆引入
第三方评估，使相对独立的视角能
够保证评估的结果更加科学和客
观。同时，湖南既注重改革的协同
推进，也不忘加大压力传导，防止
制度空转。
一 直 以 来 ，公 立 医 院“ 以 编 定
人”问题饱受诟病，湖南用改革破解
难题：变“以编定人”为“以岗定人”，
把用人权真正交给医院。为此，湖
南省杜绝改革空转，着重下好督察
棋，既有专项督察对准焦点，又有面
上督察不留死角。
近 3 年来，湖南每年开展一次改
革全面督察，覆盖全省 14 个市州。
几年摸索，改革督察总结出“六个必

督”
“六个必察”
“六个必纠”，厘清督
察边界，用足督察威力。在督察的
过程中，湖南省委改革办发现，深化
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中央和省里
方案早早下发，有的地市却迟迟不
见动静。湖南省委改革办用上考核
指挥棒，毫不留情扣了分。
据悉，在湖南全省绩效考核中，
有关全面深化改革的权重，如今已
增加到 12%。往年的绩效评估结果
显示，改革考核评估分值对湖南全
省绩效评估总分值的影响度，实际
上在 30%左右。
前不久，湖南全面深化改革“中
期成绩单”备受瞩目：截至 2016 年，
已基本完成 582 项改革任务，完成
率达 60.5%，一批改革走在了全国前
列，一批改革形成了湖南特色，一批
改革实现了创新突破。
（本报记者综合整理）

本报海口 7 月 16 日讯 （记者金昌波）日前，
省委政法委召开
“平安海南法治海南建设”
专家研
讨会。
研讨会上，来自省法学会、省法官协会、省检
察官协会、省警察协会、省监狱协会、省律师协会、
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等单位的 14 名专家代表，结合
工作实际，分别从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强化生
态环境司法保障、发挥乡规民约在社会治理中作
用、开展法律援助以及抓细抓实海岛型立体化、信
息化、智能化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方面建言献
策。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肖杰在主持会议时指
出，专家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建议，
涵盖政法工作的
各个方面，非常有价值，可操作性强，省委政法委
要充分梳理研究，
切实吸纳到今后政法工作中去。
肖杰要求，全省政法系统各学会、协会、基金
会等社团组织要进一步组织会员开展理论研究、
创新，为平安海南法治海南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
智力支持。要结合海南经济特区实际，打破思想
壁垒，整合各类资源，加强顶层设计，构建有分量
的研究平台。要积极融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建设美好新海
南”大研讨大行动活动，加强改革创新，探索社团
组织建设新模式，
为构建海南特色政法工作模式、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省检察院检察长、省检察官协会会长贾志鸿，
省法学会会长、省见义勇为基金会会长肖若海出
席研讨会。

全球婚礼蜜月岛屿论坛
在三亚举行
本报三亚 7 月 16 日电 （记者林诗婷）记者从
三亚市旅游委获悉，2017 三亚全球婚礼蜜月岛屿
论坛今日启动，来自 20 个国家及地区的百余名婚
庆行业嘉宾齐聚鹿城，将于 7 月 18 日开讲，共谋
“甜蜜事业”发展转型之路，助力“旅游+”等新业
态产业升级。
据悉，
本次论坛由三亚市人民政府主办，三亚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承办，三亚市婚庆旅游行业协
会执行，活动为期 5 天，将持续至本月 20 日。截
至目前，已有 20 个国家及地区的 180 名外籍嘉
宾、120 名国内嘉宾报名参加。7 月 18 日，与会嘉
宾将围绕婚庆产业这一主题，展开论坛交流、主题
演讲、VIP 圆桌会议、婚俗展示、资源洽谈会、实地
考察等一系列活动。届时，还将吸引 500 名国内
婚礼公司采购商与三亚 100 家婚庆旅游公司开展
资源洽谈，推动鹿城婚庆产业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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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度海南省环境质量公报
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全省空气质量总体优良，优良天数比例为 99.8%，其中优占 89.1%、良占
10.7%，轻度污染占 0.2%，无中度及重度污染天数。三亚、儋州、五指山、琼海、文
昌、东方、定安、屯昌、澄迈、临高、白沙、昌江、乐东、保亭、陵水、琼中 16 个市县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100%；海口、万宁 2 个市县（三沙市除外）受臭氧影响，分
别出现 2 天、1 天轻度污染，优良天数比例分别为 97.8%、98.9%。与去年同期比
较，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上升 0.2%，轻度污染天数比例下降 0.2%。

近岸海域水质状况
全省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优。在开展监测的 88 个站位中，
一类海水占 85.2%、二类海水
占 13.7%、三类海水占 1.1%，无四类及劣四类海水。三类海水出现在临高金牌港。与去年同
期比较，我省近岸海域水质基本保持稳定，局部海域水质存在波动。万宁小海 pH 值恢复正
常，
水质由三类上升为一类；
临高金牌港由于水体溶解氧含量偏低，
水质由二类下降为三类。
98.6%的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符合水环境功能区管理目标要求，滨海度假旅游区、
海水养殖区、港口区、工业用水区和倾废区的海水水质均符合相应水环境功能区管理目标要
求；琼海麒麟菜自然保护区水质出现超标。与去年同期比较，全省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
达标率基本保持稳定。琼海麒麟菜自然保护区由于水体溶解氧含量偏低，水质由一类下降
为二类为超标。其余监测点位水质在一～三类之间波动，
均达到功能区管理目标要求。

第二季度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有关规定，现发布《2017 年第二季度海
南省环境质量公报》。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2017 年 7 月

主要旅游景区环境质量状况

第二季度城市（镇）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地表水水质状况
全省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为优，
水质总体优良率为 93.0%。开展监测的 52 条
河流 110 个断面中，
94.5%的监测断面水质符合或优于地表水Ⅲ类标准。其中，
Ⅰ
类水质断面占 0.9%，Ⅱ类占 68.2%，Ⅲ类占 25.5%，Ⅳ类占 2.7%，Ⅴ类占 0.9%，劣
Ⅴ类占 1.8%。Ⅳ类水质分布在文教河、
文昌河、
塔洋河的局部河段，
Ⅴ类水质分布
在三亚河的城市河段，
劣Ⅴ类水质分布在罗带河、
珠溪河的入海河口。
开展监测的 23 个湖库中，20 个湖库水质符合或优于地表水Ⅲ类标准。其
中，福山水库、戈枕水库水质符合Ⅰ类，松涛水库、大广坝水库、大隆水库等 11 个
湖库水质符合Ⅱ类，牛路岭水库、长茅水库、春江水库等 7 个湖库水质符合Ⅲ类，
湖山水库、高坡岭水库、红岭水库等 3 个湖库水质为Ⅳ类。
与去年同期比较，
全省地表水主要河流、湖库水质总体保持稳定。

全省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总体为优，水源地水质总体达标率
为 100%。所有监测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4-6 月份水质全部符合或优于地表
水或地下水Ⅲ类标准，符合国家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要求。与去年同期比
较，全省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总体保持稳定。
■■■■■

第二季度主要河流、湖库水质状况

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主要工业园区近岸海域水质状况
全省主要工业园区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优，老城经济开发区、东方工业园区和洋浦经济
开发区的 15 个监测点位水质处于清洁状态，开展水质监测项目均符合一类海水标准。与去
年同期比较，
我省主要工业园区近岸海域水质基本保持稳定。

工业园区近岸海域水质状况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第二季度主要旅游景区环境质量状况、主要

城镇内河（湖）治理水体水质状况
列入省重点治理的 60 条（64 个断面）城镇内河（湖）总体情况不容乐观。按
照监测频次统计，4-6 月份水质稳定达标的比例为 15.6%（10 个），水质不稳定达
标的比例为 29.7%（19 个），连续 3 个月水质未达标的比例为 54.7%（35 个），重度
污染（劣Ⅴ类、海水劣四类）水体比例为 50%（32 个）。与去年同期比较，城镇内
河（湖）总体水质达标率上升了 3.1 个百分点，水质稍有好转，但重度污染比例仍
然较大，大部分水体水质未达到治理目标。

主要滨海旅游区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优，海口、三亚、澄迈、文昌、琼海、万宁、陵水和昌
江等 20 个主要滨海旅游区近岸海域水质处于清洁状态，开展水质监测的项目均符合一、二
类海水标准，其中一类海水占 90%。所有监测海域水质均符合或优于国家海水水质标准要
求的海水浴场、人体直接接触海水的海上运动区或娱乐区的二类海水水质要求。与去年同
期比较，我省主要滨海旅游区近岸海域水质保持稳定。
全省主要森林旅游区空气质量优良，霸王岭、尖峰岭、五指山、七仙岭、铜鼓岭、亚龙湾、
呀诺达 7 个主要森林旅游区空气负离子平均浓度分别为 7085 个/cm3、6385 个/cm3、8515
个/cm3、7505 个/cm3、10055 个/cm3、9720 个/cm3、8870 个/cm3，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规定
清新空气 1000 个～1500 个/cm3 标准，对人体健康极有利。与去年同期比较，铜鼓岭、亚龙
湾和呀诺达的空气负离子浓度明显升高，
其余森林旅游区空气负离子浓度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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