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意见
提升质量总体水平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主要目标
到 2020 年，供给质量明显改善，供给体系更有效率，建设质量强国取得明显
成效，质量总体水平显著提升，质量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发展的贡献
进一步增强，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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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明显提升

区域质量水平整体跃升

产业发展质量稳步提高

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效能充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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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赐贵在昌江调研时要求各级干部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
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
本报石碌 9 月 12 日电（记者彭
青林）今天，省委书记刘赐贵赴昌江
黎族自治县调研，考察环境保护、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情况，要求各级干部深入领会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
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求真务实、真
抓实干、久久为功，多做打基础、利长
远的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
民、历史检验的业绩。
刘赐贵一行首先登上昌化大岭，
俯瞰棋子湾，查看周边生态治理情
况。只见昌化江、珠碧江两条大河奔
涌入海，两江之间是棋子湾等绵长海
滩，郁郁葱葱的海防林带如一条绿色
巨龙横卧在海边，守护着昌江美丽的
海岸。
“登高俯瞰，生态修复和绿化造
林的成效很明显，也清楚地看到了仍
存在的不足。”刘赐贵对当地干部说，
一定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按“多规
合一”的要求严格管控所有开发建设

行为，进一步加强生态修复工作，总
结推广成功经验，把昌江这么优良的
生态环境守护好建设好。
海尾湿地公园是昌江海岸上的一
颗“明珠”，也是紫水鸡等多种鸟类的
乐园。刘赐贵实地考察了湿地生态保
护、海防林建设和旅游发展情况。他
对业主企业多年来保护湿地的努力表
示赞赏，嘱咐企业负责人严格评估规
划建设，
多做
“减法”
，
使生态保护得越
来越好；同时更多关注当地群众的利
益，把公园保护建设与百姓利益紧密
联系起来，共享良好生态环境带来的
福祉，
共同守护好这片湿地。
在昌城派出所，刘赐贵实地了解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情况，并与基层干
警、辅警、联防队员和社区干部座谈，
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他鼓励
大家，向改革要警力、向科技要警力、
向提升素质要警力、向整合资源要警
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社区

一起共同打好禁毒三年大会战，维护
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刘赐贵还来到十月田镇雪古丽
牧场，考察种养、农牧、牧旅结合发展
热带奶业。他要求，强化科技支撑，
确保食品安全，落实环保措施，加快
建设现代化热带牧场，有力推动当地
农业结构调整，切实带动结对的 400
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产业发展、
实现脱贫增收。
下午，刘赐贵与县四套班子及各
部门各乡镇负责人座谈，听取了今年
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的汇报，肯
定了县委、县政府在环境保护、生态
修复、维护稳定等方面所做的工作。
他指出，深入开展大研讨大行动，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
重要指示精神，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
真抓实干，
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刘赐贵强调，习总书记要求我
们，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办实事

不图虚名，求实效不做虚功，多做打
基础、利长远的工作，努力创造经得
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就是
要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
中有戒，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
恶恶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工
作自觉从人民利益出发，决不能为了
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
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他说，习
总书记 2013 年视察海南时嘱咐我
们，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海南的“最大
本钱”，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
力 ，改 善 生 态 环 境 就 是 发 展 生 产
力”。多年来海南的实践，反复验证
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一定
要深刻认识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
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发现不足、
举一反三、解决问题，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决打击和

防范任何破坏环境的行为，久久为功
守护好海南的生态环境。
刘赐贵指出，树立正确的政绩
观，离不开完善科学的干部评价考核
体系。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研究，加
强对生态保护、农民增收、农业结构
调整、全域旅游、美丽海南“百镇千
村”建设、互联网产业、
“五网”基础设
施建设、文化建设、文明卫生创建、社
会稳定和安全生产、廉洁自律、党的
建设等方面的考核激励。
刘赐贵要求，树立正确的政绩
观，各级干部要认真履职尽责，踏踏
实实干事创业。要牢固树立新发展
理念，不能追求一时增长、局部利益，
而是按照“多规合一”的要求，明确自
身定位，在全省发展“一盘棋”里有取
有舍、有失有得。
“把优良的环境资源
保护好，就是政绩；切实解决好群众
最关注关心的事情，也是政绩。
”
省委常委、
秘书长胡光辉参加调研。

——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迎接党的十九大

特别报道

持续实施生态立市战略，
实现保护与发展双赢

五指山加快建设热带雨林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本报五指山 9 月 12 日电（记者贾磊）今天上午，
记者从五指山市相关部门获悉，今年以来，五指山市
完成生产总值 12.84 亿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同比
增长 9.3%；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3.25 亿元，同比下降
2.9%。
近年来，五指山市围绕
“生态宜居”的目标，
持续实
施生态立市战略。坚持生态保护优先，
在保护中发展、
在发展中保护，加快推进热带雨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建设，真正使生态资源发挥生态效益，让老百姓享受
到更多的生态红利。
同时，五指山市围绕“三年脱贫攻坚、两年巩固提
升”总目标，建立了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等工作机制，
通过重点实施产业、劳务输出、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
生健康、生态补偿等 11 项脱贫措施，举全市之力推动
脱贫攻坚。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如何落实，省委书记现场听取民声指导干部——

“把百姓的田当作自家田，把百姓的事当作自家事”
“把百姓的田当作自家田，把百
姓的事当作自家事。”这是省委书记
刘赐贵在东方调研时对各级干部提
出的要求。昨天，在东方市八所镇罗
带村，刘赐贵与村民们促膝而谈，倾
听群众诉求，并现场办公协调解决民
生问题，以实际行动指导各级党委政
府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
实处。
得知省委书记要来，村民们提前
等候在树下。见到刘赐贵后，大家围
坐一圈，说起了这几年一直困扰着他
们的事情。
村民代表许仕杰表示，西环高铁
和老铁路两条铁路线穿村而过，受铁
路建设影响，两条铁路间的 400 多亩
地成了“夹心地”，排灌不畅，数年来
一直未能修复，良田渐变荒地。
刘赐贵认真听取村民们的意见，
了解百姓诉求，并实地查看了受影响
的土地现场，分析解决方案。
“每一寸
土地的背后都涉及农民的生计。”他
说，环岛高铁是服务民生、推进国际
旅游岛建设的重点工程，罗带村村民

为铁路建设作出了牺牲和贡献。铁
路部门要尽快落实整改，兑现承诺。
相关部门要全力配合做好工作，帮助
村民尽快恢复生产。
农业部门帮助推动产业结构调
整，水务部门对田洋水利建设加强指
导，国土部门支持基本农田改造……
省水务厅、农业厅、国土厅负责人和
粤海铁有关负责人分别发言，分解恢
复措施，明确了各自部门的工作方
案、工作责任和时间表。
每拿出一个工作方案，现场就响
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大家都鼓掌了，
说明老百姓对解决方案满意，下一步
就要认真抓落实。”刘赐贵再次对各
部门强调，老百姓拥护的事情就要抓
紧落实。
刘赐贵表示，不仅要解决土地使
用问题，还要帮助农民调整种植结
构，增加技术含量，提高土地价值，发
挥热带资源优势，促进农民增收，
“要
珍惜土地，让每亩土地都发挥应有效
益。”他嘱咐村民说，罗带村靠近交通
干线和海边，地理优势明显，希望大
家共同努力，打造干净整洁的美丽乡
村，吸引游客前来。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鼓励生产经营者
举报食品药品监管人员
“吃拿卡要”行为的公告
（详见A07版）

“把百姓的田当作自家田，把百
姓的事当作自家事，事情解决就会快
一些。”刘赐贵要求，有关部门一定要
举一反三，认真倾听百姓诉求，重视

地干部积极回应群众合理合法诉
求，对历史遗留问题要认真对待，加
快解决。
（本报八所 9 月 12 日电）

我省创新“互联网+”
监管模式确保建筑施工质量安全

移动监督提高效率 检测数据即时监控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成和军
9 月 11 日 15 时许，琼海市建设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监督员陈辉勇
正在一处工地上做日常监督检查，
发
现工地存在施工安全隐患，
就用手机
拍照上传到移动监督系统平台，
并输
入文字记录：
“现场有建筑废料未及
时清理，
有个别工人未戴安全帽”
，
然
后提交记录生成整改告知书，
报给监
督站领导审核。
不到 5 分钟，
琼海市建设工程质
量安全监督站副站长李天龙的手机
收到陈辉勇提交的整改告知书，
他作

出要求施工方立即整改的意见后，
整
督管理局研究开发的“互联网+”监
改告知书立即传送到了该工地项目
管三大系统之一，
加上建设工程见证
经理黎志勇的手机上。
取样、建设工程检测监管两个系统，
“我们监督站 11 个工作人员，
我省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基本构建成
要管全市 88 个建设工程项目的质 “互联网+”监管模式，极大提高了建
量安全检查，任务量非常繁重。采
筑工程的质量安全监管效率。
用移动监督系统后，每次工地的质
9 月 11 日上午，在琼海市客运
量安全检查整改意见可及时通过手
站扩建工程项目建设工地，取样员
机反馈给各方，
不用再回单位写整改
唐银芝给工地上的钢筋样品绑上二
文书下发给工地，
检查记录可在网上
维码，再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按照扫
保存，
极大提高了各方工作效率。
”
李
描出来的信息步骤，确定自己的位
天龙说。
置定位，并拍下样品照片和自己的
琼海市建设工地采用的移动监
照片，上传好取样信息。紧接着，站
督系统，
属于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
在一旁的见证员颜波也按照同样的

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 夜间 多云 风向风速 北到东北风转东北风 4 级 温度 最高 33℃ 最低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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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百姓关心关注的问题，真正为老
百姓办实事。
刘赐贵还走进群众中间，耐心
听取群众反映的其他问题，要求当

喜迎十九大 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国家海洋督察组
（第六组）进驻海南
开展海洋专项督察
督察进驻期：
2017 年 8 月 22 日-9 月 21 日
督察组主要受理涉及围填海
管理方面的举报
值班电话：
0898-65355853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 8：
00—20：
00
专门信箱：
海口市专用邮箱 406 号

九月十一日，在东方市八所镇罗带村，省委书记刘赐贵与村民
们座谈，
倾听群众诉求，并现场办公协调解决民生问题。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 本报记者 彭青林

步骤上传见证取样信息，证明自己
在现场见证了取样过程。
随后，钢筋样品被送往检测中
心，
监测员扫描样品委托单的二维码
下载相关信息，并核对样品的二维
码，
确认无误后，
样品转交给试验员，
试验员对样品钢筋开展称重、拉伸等
检测，
检测钢筋的拉伸承受力是否达
到国家规定标准。检测中心对样品
的检测信息，通过电脑即时上传到
了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局
的信息平台上。
“建筑材料的检测造
假，会对建筑的安全质量造成风险
隐患，
下转 A02 版▶

（五指山篇见 A04/A05 版）

李军在研究农民增收工作专题会议上强调

充分发挥考核对农民增收
的“高考指挥棒”作用
本报海口 9 月 12 日讯（记者金昌波）今天下午，省
委副书记、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军主持召开
促进农民增收工作考核办法专题会议。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促进农民增收工作，结合出
台的促进农民增收二十条重点措施，正在研究制定促
进农民增收工作考核办法，
将指标量化到市县，层层压
实责任，确保 2017 年农民增收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与
会人员展开深入讨论，围绕考核指标设置、计分标准、
奖惩办法等提出具体意见建议。
李军指出，加强农民增收考核，
有利于促进各级党
委政府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促进农民增收的各
项决策部署，
有利于检查农民增收计划实施情况，有利
于调动各方面促农增收积极性，多渠道促农增收。考
核要突出导向，
围绕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培
育壮大农村新型经营主体等当前影响农民增收的关键
工作，精心设置考核内容和分数权重，把考核作为农
民增收的“高考指挥棒”。要坚持简便，既有针对性
又有可操作性，不给基层增加额外负担。要做到准
确客观，引入管用好用的考核方法，防止弄虚作假。
要科学运用考核成果，对增收计划完成突出的单位
和个人进行奖励，对工作推动不力、指标落实不到位
的，要严肃问责。
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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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19号台风已生成

未来三天我省局地
将现特大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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