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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的 年 改革篇

咨询电话：66810859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9.7-9.10

23天

距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开幕还有

督察进驻期：
2017年8月10日—9月10日
专门值班电话：
0898-65361567
专门邮政信箱：
海口邮政专用信箱第405号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8：00—20：00

中央驻琼环保督察组
值班电话和邮箱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梁
振君）今天，省长沈晓明主持召开六
届省政府第90次常务会议，对国家
海洋督察组近日拟开展的督察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强调要以此次督察
为契机，按照省委书记刘赐贵的批
示要求，振奋精神，细之又细，狠抓
整改落实，推动解决一些长期以来
想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啃下一批
以往未啃下的“硬骨头”，推动我省
海洋工作新发展。

会议强调，国家海洋局对海南
进行海洋督察，是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海洋资源环
境工作和法治政府建设的一项重大

制度安排，也是对海南海洋保护工
作的一次体检、会诊、把脉。海南是
海洋大省，受权管辖着全国三分之
二的海域面积。生态环境是海南人
民的“饭碗”，海洋是海南人民烧饭
的“锅”，千万不要把“饭锅”砸了。
一要提高认识，各级各部门要从全
局和战略的高度，将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
来，强化“四个意识”，严肃对待专项
督察工作，不掩饰、不回避，力争督
察工作在海南顺利开展取得实效。
二要一丝不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正视问题，找出差距；全面自查、立
行立改；做好文件档案资料准备，确

保真实无误。三要充分做好现场准
备工作，各市县政府要开展拉网式
排查，严肃工作纪律，对推诿或提供
材料不及时、弄虚作假、工作拖拉等履
职不到位的个人和部门，抓典型曝光，
依纪依规追究问责。四要充分利用
专项督察工作推进我省海洋各项工
作，变被动应付为主动作为，拓展延伸
成果，推动整改落实。

会议通报了2016年度审计工
作报告披露问题主要情况，对整改
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会议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切实落实整改责任，
切实抓细整改落实。要发挥“一把
手”第一责任人作用，层层落实整改

任务；整改方案、措施要体现时效
性，对生态环保资金使用不规范、自
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监
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抓紧制
定过硬、过细的方案和措施，提高整
改实效；要加强跨部门、跨单位协作
配合；以此次整改工作为契机，把闲
置、沉淀的资金用好；要举一反三，
对屡审屡犯的要建立长效机制；要
进一步加强审计队伍建设。

会议原则通过了《海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办法修正案》《海南省基础测绘管理
办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0次常务会议要求

以专项督察为契机 推动我省海洋工作新发展
本报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8月14日电（记者罗

霞）以“美丽海南、健康之岛”为主题的2017阿斯塔纳世
博会中国馆海南活动日，今天在阿斯塔纳世博会中国馆
闪亮登场。经贸交流、非遗展示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
动，给阿斯塔纳世博会送上了独具魅力的海南风情。

省政协主席于迅，2017阿斯塔纳世博会中国馆政
府代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王锦珍参加
海南活动日开幕式并致辞。省政协秘书长王雄参加开
幕式。

于迅在致辞时说，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习近平
主席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倡议。哈萨
克斯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国家，海南是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两地产业互补，商缘相连，
人文各异，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和潜力。

于迅表示，海南是中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是中
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明年4月将迎来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海南正日益成为全国瞩目、全球关注的焦
点，对外交流合作空间广阔，蕴藏着蓬勃的商机和难得
的新机遇。希望通过此次海南活动日系列活动的举
办，进一步增加哈萨克斯坦及周边国家对海南的了解，
增进相互间的友谊，促进彼此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下转A02版▶ (相关报道见A03版)

阿斯塔纳世博会中国馆
海南活动日闪亮登场
于迅出席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陈
蔚林）“海南日报报道的屯昌县用法
治思维推动道德建设，通过签订赡
养协议书实现‘老有所养，一个都不
能少’的创新做法值得推广。”省文
明办负责人今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对《一份赡养协议书守住孝道底
线》报道中介绍的屯昌做法给予充
分肯定。

报道说，宪法、婚姻法、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均对成年
子女的赡养义务作出了明确要
求。但因法律意识不强，子女不尽

赡养义务的现象一直隐性存在。为
了让法律“走进”日常生活，支撑起
道德建设，近日，屯昌县人民法院、
民政局和司法局联合办公，走进不
尽赡养义务的子女家中，通过教育
疏导和释明法律，让他们与老年人
签订赡养协议书，由此开始履行赡
养义务。

“这是一种兼顾道德评价和法律
评价的创新之举。”海南大学法学教
授陈秋云说，法律和道德具有一致
性，两者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互相补
充。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均是道德所

谴责的，而一些法律上的义务则是道
德所要求的。去年底，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
首次明确提出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与法治建设两者相融、一体建设
的思路与任务。这便是法律和道德
具有一致性的体现。

陈秋云认为，屯昌的做法，既用
法律强调了道德，又将道德融入了法
律，体现了国家机关的主动作为、创
新思维。 下转A02版▶

社会各界热议屯昌通过签订赡养协议书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做法

用法律强调道德 将道德融入法律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符晓虹 李凡）记者今
日从省气象台获悉，预计本周前期
海南岛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较高，
北部和西部的局部地区将出现37℃
的高温天气，中后期高温天气将有
所缓解。

陆地方面，14日-15日，受副热
带高压控制，全岛以晴间多云天气为
主，北部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最
高气温西部和北部地区35℃-37℃，
东部、中部和南部地区33℃-35℃；
16日-20日，受东南气流影响，全岛
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或
雷阵雨，高温天气缓解，全岛最高气温
32℃-35℃，最低气温略有下降。

省气象部门建议，本周前期各
地白天气温较高，请有关部门注意
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并合理安排好
生产生活。

琼岛今日局地
将现37℃高温
16日-20日高温有所缓解

■ 本报记者 李关平
见习记者 欧英才 通讯员 杨光

今年7月，海垦控股集团正式对
外发布——垦区农场转企改制工作
全面完成，38家农场完成社会职能移
交改制，成立了28家农场公司。这意
味着跨越60多年的“农场”成为历史，
这一改革走在全国其他省份前列。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党中央明
确新时期农垦改革方向、做出具体部
署后，海南省委、省政府迅速贯彻落
实，成为全国新一轮农垦改革中力度
最大、进度最快的省份。今年3月26
日，全国深化农垦改革现场推进会在

海南召开，肯定海南农垦改革“取得
了明显成效”，体现了敢闯敢试、敢为
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

面对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管理
不严、分配不公、产业不大、人才不强
等农垦问题，海南正在开展一系列改
革与发展的探索。

“一把手”推动，蹄疾
步稳又争先

翻开海南农垦的历史，改革从未
止步。特别是2015年，中央1号和
33号文件相继明确新时期农垦改革
方向并作出具体部署后，海南省委、

省政府旗帜鲜明地强调“农垦改革是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战略部
署”，落实好中央关于农垦改革要求
和精神既是经济任务也是重要的政
治任务。

2015年 11月27日，中央33号
文件《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
的意见》正式印发。不到1个月时
间，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推进
新一轮海南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
文件内容既符合中央规定动作，又自
选海南特色动作，得到了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
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汪洋及中央改革办、农业部的肯定。

如何确保改革的“顶层设计”精
准实施？省委把农垦改革作为“一把
手”工程，省委书记刘赐贵多次深入
农场、农垦产业园区调研，指出要深

化农垦改革，理顺管理体制、支持农
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垦综合
经济实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为
全省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省政府
及时召开各类会议审议通过农垦医
疗卫生、公安等机构及人员移交地方
等重大政策措施，省长沈晓明近期专
门听取海垦控股集团主要领导工作
汇报后要求，海南农垦要加快推进各
项改革激发企业活力，大力调整和优
化产业结构，发展南繁育种、橡胶、咖
啡等产业，打造一批农垦特色品牌；
近两年来，省委副书记、省深化海南
农垦管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李
军主持召开约60次领导小组全体会
议，及时研究解决改革碰到的困难和
问题。

全省上下逐步形成了支持农垦
改革的合力。撤销原农垦总局需要

安置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的668名
干部职工，各部门、各市县“共同消化”
妥善安置，确保改革平稳有序推进；省
里新增4.25亿元财政预算补助市县，
支持农场社会管理属地化改革。

以问题为导向，以改革
除顽疾

海南农垦有过辉煌的历史，但在
改革开放大潮中逐渐落伍。改革总
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
问题中得以深化。

针对海南农垦总局和农垦集团
“两张皮”，相互掣肘、资源难以整合
的突出问题——

我省按照中央“垦区集团化”要
求，成立海垦控股集团，取消农垦总
局实体地位， 下转A03版▶

海南攻坚克难突破利益固化藩篱，释放全省五分之一土地生产力，改变百万
人口生产生活面貌——

为全国农垦改革提供海南经验

中央环保督察 进行时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
孙婧）8月14日，中央第四环境保
护督察组向我省移交群众来信来
电举报投诉件77件，涉各类环保
问题119个。继8月10日入驻海
南省以来，督察组已累计移交了
232件332个问题。与此同时，我
省相关案件落实部门也已派员走
访各地开展回访督办工作，进一步
推动群众反映问题立行立改得到

解决。
据统计，在群众反映的问题

中，关于水、大气、噪声污染的投诉
连日来在持续增多。记者梳理了4
批次移交举报投诉件的332个问
题，反映大气污染问题的98个、水
污染的95个、生态和噪声污染的各
40个。这引起了督察组的重视。

“一些老百姓普遍关注、影响
范围大的问题，也是督察组重点关

心的问题。”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
案件落实组负责人透露，为进一步
督促各地行动，12日起至今，交办
案件落实组成员已兵分多路，对海
口市、澄迈县、琼海市、屯昌县、陵水
黎族自治县、文昌市、三亚市等市县
开展“回头看”督办整改行动，重点
了解交办案件的整改进展情况。

按照中央环保督察组的要求，
投诉举报件的办理情况，须在10

天内反馈到督察组，整改和处理情
况要及时向社会公开。而我省已
要求各地，案件移交3天要明确整
改责任单位、7天要上报整改结果。

“从‘回头看’情况来看，全省
各市县都按照要求立行立改，持续
加大问题整改力度，该停的停、该
关的关、该改的改，能够立即见效
的基本得到了解决。”该负责人表
示。 (相关报道见A02版)

中央环保督察组累计移交我省举报投诉件232件332个问题

大气、水、生态和噪声污染受关注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
者张毅）8月14日，被誉为中国传媒市场“风向标”的

“2016-2017中国报刊经营价值排行榜”揭晓，海南日
报位列第四，连续多年蝉联“省级日报十强”。

中国报刊经营价值排行榜由中国传媒经营大会组
委会主办，以“评价中国报刊经营价值、展示中国传媒
竞争实力、影响和引导广告主投放行为”为宗旨和目
的，是对我国传媒价值的一次全面评估和权威发布。
此次榜单由CTR央视市场研究、报刊广告数据中心、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清博研究院、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广告研究所、央视网、北京电通、中国新闻出版广
电报、国家广告研究院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经营网
等单位共同完成。

近年来，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
于推进媒体融合发展重大战略部署，在坚持移动优先、
加快平台建设、壮大新媒体矩阵等媒体融合八大方面
持续开拓奋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发力提速媒体深度
融合，成果得到中国传媒融合发展大会评选专家的充
分肯定。

目前，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已成为拥有报纸、杂志、
网站、视频、电子屏、手机报、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十余
种载体、数十个终端的媒体集群，形成了在业内、区域
内卓有影响力的媒体方阵。“两微一端”新媒体集群用
户数已突破1500万。

中国报刊经营价值排行榜揭晓
海南日报蝉联
“省级日报十强”

本报海口8月14日讯（记者邓
海宁 特约记者陈世清 通讯员钟玲）
今天是海口无牌电动自行车恢复上牌
的第一天，为了缓解上牌高峰压力，海
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今日紧急出台电
动自行车上牌简易预约、增设预约上
牌服务站等措施。

自8月15日9时起，海口市区16
个交警岗亭将增设电动自行车预约上
牌服务点；同时，海口市交警支队推出
了现场预约上牌和椰城交警APP预
约上牌两种简易预约方式。

海口交警表示，对无牌电动自行
车，凭预约凭证可正常上路行驶。遇
到交警检查，驾驶人可以出示预约凭
证（含纸件、椰城交警 APP 预约界
面），交警部门将不按无牌车查处。

此外，海口市交警支队对无牌
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违法行为予以
查扣期限由原定的8月21日延长至
9月1日。在此之前，一律予以口头
警告教育。

（相关报道见A07版）

海口交警多举措
服务电动车上牌

8月14日，文昌市龙楼镇吉水村附近的洗砂场在拆除生产设备。该
洗砂场由于破坏生态环境遭群众投诉，文昌市委、市政府依法责令其进行
整改。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8月14日，省环境保护督察协调联络组交办案件落实组督办组到现
场督办文昌市清澜镇高隆湾海滩污水排放问题。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现场督办污水排放问题 洗砂场破坏环境被责令整改

海口启动万绿园功能修补和
生态修复项目

看看以后的万绿园
到底有多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