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瞰新闻

■■■■■ ■■■■■ ■■■■■

海南日报客户端 海南日报官方微信 南海网官方微信

读
懂
海
南

看
我
们
的

导读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1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邮发代号：83-1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 夜间 多云 风向风速 东北风4级 温度 最高22℃ 最低18℃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5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订阅热线：66810505 邮发代号：83-1

H A I N A N R I B A O

星期三 国内统一刊号CN46-0001 / 今日AB二叠20版
南海网 www.hinews.cn www.hndaily.com.cn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丁酉年十月初五 今日小雪 2017年11月
1950年5月7日创刊/ 海南日报社出版/ 第22325号 22

B01

B02

距2017中国

还有1717 天

（海南）

美丽乡村发展大会

前三季度海南贫困地区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全国第三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杨
柳）记者今天从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了解到，据其
农村贫困监测调查结果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海南贫困
地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含自产自用）为
7377元，同比增加742元，名义增长11.2%。在全国
22个有贫困监测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海南收入
增速排位第三，同比提高了4位。

收入四大项中，转移净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是增收
的主动力。其中，转移净收入为1481元，同比增长
41.3%，对可支配收入的贡献率为58.4%，拉动可支配
收入增长6.5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为3287元，同比增
长7.1%，对可支配收入的贡献率为29.4%，拉动可支
配收入增长3.3个百分点。

据分析，海南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原因
主要是脱贫攻坚工作扎实推进，政府对5个国家级贫
困市县和贫困户的投入继续加大，农村危房改造项目
和农业生产实物补助惠及点多面广。据调查数据显
示，海南贫困地区农民人均“政策性生活补贴”“现金政
策性惠农补贴”以及“社会救济和补助”三项收入同比
增长85.8%，拉动收入增长5.4个百分点，对可支配收
入的贡献率为48.7%。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21日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
特右旗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回信，勉励
他们继续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努力
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
优秀作品。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从来信中，
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骑的成长

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
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

习近平指出，乌兰牧骑是全国文
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骑
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
代乌兰牧骑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
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
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
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

习近平表示，乌兰牧骑的长盛不
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
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
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
牧骑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
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
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
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
轻骑兵”。 下转A02版▶

习近平回信勉励乌兰牧骑队员
大力弘扬乌兰牧骑优良传统

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三亚荣获
中国智慧城市创新奖

本报三亚11月21日电（记者林
诗婷）记者今天从三亚市科工信局
获悉，在日前举办的第十九届中国
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三亚
市凭借智慧旅游等一系列高新产业
成果，在2017亚太地区智慧城市评
选中脱颖而出，荣获2017中国智慧
城市创新奖。

据悉，2017亚太地区智慧城市评
选于今年6月正式启动，由国家信息
中心、国际数据集团联手亚太区权威
研究机构，对本年度在智慧城市领域
具有杰出贡献的亚太地区城市和企业
进行全方位评审。此次入选2017中
国智慧城市创新奖的共有11个城市
或地区，包括大理、佛山南海区、高青、
桂林、呼伦贝尔、石家庄等，三亚是海
南唯一入选城市。

琼岛降水转为小阵雨
明起最低气温下降幅度大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许嘉 郭冬艳）记者今天
上午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受冷空
气和偏东急流共同影响，11月20日
海南岛东南部地区出现强降雨。省气
象台预计，21日起琼岛降水将明显减
弱，转为小阵雨。

据监测，11月20日8时-21日8
时，万宁、陵水、琼中、保亭和琼海5
市县共有22个乡镇雨量超过100毫
米；万宁市是此次强降雨的中心，全
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出现了特
大暴雨。

省气象台预计，21日起海南岛转
受东北气流影响，降水明显减弱。22
日，全岛多云，有分散小阵雨；最低气
温20℃-23℃，最高气温五指山以北
地区 22℃-25℃，五指山以南地区
26℃-28℃。

23日-24日，受新一股较强冷空
气影响，全岛最低气温下降幅度大，北
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将降至 13℃-
17℃，东部和南部地区降至 18℃-
21℃。

海南扶贫龙头企业
赠阅党报活动正式启动

本报八所11月21日电（记者原中倩 通讯员郭冬
生）今天下午，“海南扶贫龙头企业赠阅党报活动”启动
仪式在东方市举行。该活动由省扶贫工作办公室和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开展，旨在帮助贫困村（户）更加
及时、准确地了解中央和省委的扶贫政策和各种致富
信息，逐步提高文化修养，改变落后观念，增强脱贫致
富的内生动力。

来自全省的40多家扶贫龙头企业负责人参加了
此次活动，参会企业代表对此次赠阅党报活动表示肯
定及支持，并就民营企业的扶贫工作经验进行交流。
据介绍，此次活动采取文化扶贫的方式，即由海南扶贫
龙头企业出资订阅《海南日报》，赠送给贫困村（户）等
帮扶对象。

据了解，自去年启动“百企帮百村 千企扶千户”行
动以来，我省有816家民营企业参与，其中530多家企
业投入资金5.4亿元，实施项目891个，捐赠3015万
元，帮助293个贫困村2.2万户贫困户，为我省脱贫攻
坚作出了积极贡献。

今年9月初，我省启动“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提
质增效活动，共组织了105家民营企业（商会、协会）与
115个贫困村签订了结对帮扶及共建协议。全省目前
共有53家扶贫龙头企业，通过实施产业帮扶、就业帮
扶、商贸帮扶、智力帮扶等多种帮扶形式，带动贫困县、
贫困村发展一批特色优势产业，帮助贫困群众实现早
日脱贫。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
罗霞 通讯员沈玉洁）记者今天从省
稳定“菜篮子”价格领导小组办公室
获悉，为做好第四季度稳定物价工
作，力争“菜篮子”产品价格稳中有
降，我省严格落实“菜篮子”市县长
负责制，增强蔬菜生产保供能力，畅
通岛内外蔬菜流通渠道。

为稳定菜价，我省要求各市县
切实采取措施，加强“菜篮子”管理

体系、常年蔬菜生产、市场流通、质
量安全监管、调控保障、价格监测等
方面能力建设；保证15.8万亩的蔬
菜基地切实发挥生产保供作用；不
断加强产销对接，减少中间流通环
节，降低流通成本，搞活省内农产品
流通市场。

据统计，截至10月底，我省常年
蔬菜基地保有面积15.8万亩。10月，
我省常年蔬菜产量10.8万吨；海口市

蔬菜种植面积4.1万亩，产量3.11万
吨，其中叶菜上市量1.23万吨；陵水
黎族自治县蔬菜种植面积4424亩，
其中叶类菜种植面积占89%。

10月，全省330个平价网点供
应平价菜6555吨。海口正在运营
的“菜篮子”末端销售网点202个，
其中直营店38家、加盟网点20家、
合作网点106个、开设平价菜直营
摊位的农贸市场21个、开展蔬菜批

发直销的农贸市场20个（含3个设
有直营摊位的农贸市场），共计投放
平价菜2850吨。三亚正在运营4个
公益性平价市场、20个超市蔬菜平
价专营区、18个社区平价蔬菜专营
区、13个设有蔬菜公益性摊位的农
贸市场，对15个保基本蔬菜品种统
一调控、平价直销，共计投放平价菜
1157吨。陵水蔬菜平价销售网点新
增1个，达到14个， 下转A02版▶

我省多措并举促进“菜篮子”价格稳定

增强生产保供能力 减少中间流通环节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梁
振君）今天上午，省长沈晓明登上省
管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
题培训班讲台，围绕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主题，为300余名省管干部
作专题授课辅导。在长达150分钟
的授课辅导中，他紧密结合海南发
展实际，既有理论分析，又有数据案
例支撑，全面系统阐述了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意义、科学内涵，
以及海南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
要任务。

沈晓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

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
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为此要在贯彻新
发展理念的前提下，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要充分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的重大任务，是紧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推进经济建
设的客观要求，是适应我国经济已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的必然要求。要深刻领会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科学内涵，坚
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加快建设
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
场机制有效、微观企业有活力、宏

观政府调控张弛有度的经济体制。
沈晓明强调，海南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后，面临着既要把经济总
量做大，又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
双重任务。因此，海南贯彻落实十
九大精神，就是要在新的发展理念
的指引下，构建符合海南实际的现
代化经济体系。具体要落实六个方
面的工作：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按照十九大报告指明的方向，
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结构性问题，使
得供给更好符合需求结构变化，重
点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旅游产业、
现代金融服务业、打造泛南海国际
贸易枢纽、大力打造国际购物中心、

大力推进总部经济、房地产业、推进
重点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做出特色
和品牌。二是通过借力“国家队”的
资源、聚焦“陆海空”（深海科技、南
繁育种、航天科技）重点领域、强化
人才支撑等举措，大力推进海南科
技创新。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坚持问题导向，重点抓好脱贫攻
坚、完善农村“五网”基础设施、大
力推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把产业
发展和全域旅游相结合、抓品牌建
设、提高农产品深加工水平、着力
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保护好生
态环境等工作。四是实施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 下转A02版▶

做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海南文章
沈晓明在省管干部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培训班作辅导报告

11月18日，位于文昌的文琼高速公路二标段正在加快建设。据了解，文琼高速公路二标段最大的一座
大桥——北芸河大桥已完成架设箱梁84片，剩余的箱梁也将陆续架设。整体路基施工已完成90％，碎石
土和水泥土施工也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文琼高速公路二标段
路基施工完成90%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彭
青林）今天下午，省委书记刘赐贵主
持召开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
点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海南
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刘赐
贵强调，要把中央精神贯彻到改革全
过程、各方面，明确目标任务，把准工
作方向，抓住关键环节，齐心协力推
进改革试点各项工作，确保如期完成
改革任务。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蓝佛安，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肖杰，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李宪生，以及省深化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成员
参加会议。

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
论述，听取了全国各省市深化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会审
会精神的汇报，研究讨论了我省深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和省纪委省监委机关机构及编制
职数设置方案。

刘赐贵指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大举措。我们要深化认识，提

高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政治
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强烈
的使命担当扛起改革试点责任，蹄疾
步稳、狠抓落实，以改革试点的实际
成效来体现我们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

刘赐贵要求，各有关单位要主动
作为，履职尽责，齐心协力推进改革
试点各项工作。改革试点工作小组
要站在改革第一线，亲自挂帅、亲力
亲为，发挥好指导、协调和服务作
用。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省纪委要
全面抓好改革试点方案的组织实施

和具体落实，认真抓好过渡期各项政
策和工作的有机衔接，主动深入研究
解决出现的问题，统筹推动转隶后的
机构整合、人员融合、工作磨合，确保
改革试点与正风反腐工作两不误、两
促进。各成员单位要吃透中央精神，
借鉴北京、山西、浙江三地的宝贵经
验，细化实化工作任务，责任到部门
到人，严格工作标准和时限，确保形
成党委负主责、纪委负专责、相关部
门协调配合的工作格局。

刘赐贵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准
方向、抓住关键，不折不扣把党中央的
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既要按图施工，

坚持对标看齐，紧扣中央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试点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严格
按照中央改革试点方案确定的改革目
标、任务和实施步骤等要求，确保党中
央决策部署不走样、不跑偏；又要结合
实际，稳妥审慎、循序渐进；还要坚持
问题导向，沿着发现问题、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的轨道稳步推进改革试点，
为制定国家监察法、深化改革探索积
累海南经验。当前重中之重的任务是
要组建机构，实现转隶开局，确保省监
委依法成立，人员思想不乱、队伍不
散、工作不断，实现优势互补，切实增
强改革认同感，夯实整合基础，确保顺
利实现党中央确定的改革目标。

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
刘赐贵主持并讲话

“救命药”
断了供怎么办

正规回收率不到2％，有的被
以旧充新转卖——

你的旧手机去哪了

宁可重新大选，也不想组成
一个“不稳定”的少数派政府

默克尔连任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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