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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新气象 新作为

距2017中国

还有1414 天

（海南）

美丽乡村发展大会

习近平会见缅甸国防军总司令
（见A06版）

习近平将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
高层对话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高层对话会将于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北京举行

（见A06版）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梁振君）大唐海南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今天在海口正式揭牌。这是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后首家进驻海南的大型央企。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董事长陈进行，副省长李国梁
出席揭牌仪式。

大唐海南公司的成立是大唐集团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实现央地协同发展的重大举措，也是落实大唐集
团与海南省政府战略合作协议的重要成果。大唐海南
公司是大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属地纳税。公司肩负
着大唐集团在海南的生产运营、能源开发、电力营销和
社会责任等具体职能。

大唐海南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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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至12月1日，
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98）12380，65378954（传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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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

（拟任干部人选情况见A02版）

海南省拟任干部人选
公 告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
罗霞 通讯员李涛 赵牧）记者今天
从省发改委获悉，今年以来，海南积
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经
济转型升级，十二个重点产业实现
持续较快增长，其中旅游、金融等多
个产业实现两位数增长。

自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以来，
海南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积极支
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
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
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
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等领域培育
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本月，三亚开通直飞俄罗斯乌兰
乌德航线，至此海南已开通与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韩国、新加坡、印尼、泰国
等地的直航航线50多条，吸引了大批
境外游客来海南休闲度假。今年1-
10 月，海南共接待入境过夜游客
88.77万人次，同比增长57.1%，预计
到12月初将突破100万人次大关，创
历史新高；全省接待游客总人数

5344.75万人次，同比增长12.4%，旅
游总收入同比增长25.4%，全域旅游
示范省建设得到积极推进，提升旅游
国际化水平系列措施成效显现。

海南金融市场运行良好，金融业
切实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
10月末，海南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
额9762.68亿元，同比增长12.2%；金
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8253.10亿
元，同比增长10.4%。前三季度全省
企业从资本市场累计融资93.8亿元。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稳中向好。
海南抓住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
线，扎实推进农产品调优增效，推动与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业经济平
稳发展。热带作物产量增加，休闲农

业提质升级，农村电商持续蓬勃发展。
互联网产业快速成长，前三季

度实现增加值 125.13 亿元，增速
24.7%。得益于持续加大信息基础
设施投入和引导产业集聚发展等，
前三季度互联网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303亿元、同比增长24%。特别是
新兴的网络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
入149亿元、同比增长55%，对互联
网产业增长的贡献率达九成。

据省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今
年前三季度，海南十二个重点产业合
计实现增加值2339.5亿元、占经济
总量的72.8%，合计增长10.6%，高
于整体经济增速3.1个百分点，对全
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00%。

海南十二个重点产业持续较快增长
今年1月-10月多个产业实现两位数增长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 （记者
彭青林）今天上午，省委书记刘赐贵
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海南省贯彻〈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
条例（试行）〉实施细则》《海南省深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等重要文件。刘赐贵要求，全省各
级党组（党委）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把党章和党组工作
条例要求落实到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
水平的具体行动上，不断提高党组工

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省委

副书记李军，省委常委毛超峰、王瑞
连、张琦、胡光辉、蓝佛安、肖杰、严朝
君、张韵声出席。省政协主席于迅、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宪生列席。

《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
行）》是党组设立和运行的总依据、总
遵循。此次我省根据新党章和党组工
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研
究出台实施细则，对于进一步规范全
省党组工作，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更

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
核心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
该实施细则经修改完善正式下发后，
全省各级党组（党委）要原原本本学习
党章、党组工作条例和我省的实施细
则，准确把握党组设立、职责分工、组
织原则、议事决策、责任追究等方面
的内容和要求，不断提高党组工作的
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要认真
抓好中央条例和我省实施细则的贯彻
落实，以实际行动向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看齐，自觉维护党中央

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提高执政能力
和领导水平，更好团结带领全省党员
干部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
建设美好新海南而努力奋斗。

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了我省深
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
议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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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党委和有关单位要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加强
党委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要按照实
施方案确定的时间表、路线图，倒排
工期，加快转隶、编制等工作步伐，确
保改革试点工作质量，确保如期完成
各项任务，坚决扛起健全党和国家监
察体制的政治责任，不断推进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从严治
党提供坚强保证。

会议决定，成立七届省委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

不断提高党组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沈晓明李军出席 于迅列席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邵长春）省政府办
公厅近日制定并印发了《海南省政府网站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进一步规范政府网站管理，实现政
府网站健康发展。

《办法》强调，政府网站建设管理遵循分级分类、问
题导向、利企便民、开放创新、集约节约和谁主管谁负
责、谁运行谁负责、谁发布谁负责的原则，以用户为中
心，以服务为导向，打造高效惠民的网上政府。

省、市县（区）政府应当开设门户网站；省政府部
门、设区的市政府部门可以开设部门网站；省政府部门
下属单位、县级政府部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不单
独开设政府网站。

政府门户网站和部门网站应以本市县、本部门机
构名称命名。政府网站应在头部标识区域显著展示网
站全称；使用以.gov.cn为后缀的英文域名和符合要求
的中文域名，如海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使用www.
hainan.gov.cn域名。

《办法》强调，政府门户网站不得擅自关停，页面布
局原则上采用扁平化设计理念；应确定1种主色调，合
理搭配辅色调，总色调不宜超过3种。

政府网站不得链接商业网站，不得刊登商业广告
或链接商业广告页面，不得使用可能存在潜在版权纠
纷或争议的图片和视频。

此外，全省政府网站集约化技术平台分为省级平
台和市级（设区的市）平台。省级平台为省级政府部
门、县级政府和未设区的市级政府提供服务，市级平台
为本级政府部门和区政府提供服务，县级及以下政府
不再建设技术平台。市级平台应与省级平台实现互联
互通和协同共享。

海南省政府网站管理办法出台
打造高效惠民的网上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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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
陈雪怡 通讯员黎大辉）定位、采样、
记录、拍照、制码、包装、上传……11
月23日，在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郊
外的一块农田里，省地质局项目组第
九采样小组通过卫星导航确认采样
位置，按照技术操作规程完成了第一
次采样工作，这标志着全省首次农用
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正式启动。

海南是我国重要的热带农产品
生产基地，其土壤环境不仅关乎当地

农业农村农民的生产发展，也关乎全
国人民的粮食质量和饭碗品质。

此次海南省农用地土壤污染状
况详查，就是针对我省各个市县土
壤环境的一次全面“体检”——以耕
地、园地为重点，围绕以往调查发现
的土壤重金属超标区及重点污染企
业影响区，从而开展土壤和农产品
协同调查，目的是查明我省农用地
土壤超标的面积、分布和程度，以及
土壤超标对我省主要可食性农产品

质量的影响，主要是水稻、蔬菜、水
果和胡椒、槟榔等典型热带作物。

“我们计划采集11804件样品，
其中表层土壤无机污染物测试样品
7939件，表层土壤有机污染物测试
样品942件，深层土壤无机污染物
测试样品206件，以及农产品样品
2717件。”全省首次农用地土壤污
染状况详查项目样品采集工作负责
人郭跃品说，完成样品采集工作后，
还需要对样品进行制备、流转及分

析测试，并上报数据、核查和入库，
实现成果汇总分析与集成，全面详
查工作预计于2018年底完成。

“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是一项重
要的国情调查，是推动土壤环境风
险管控、维护公众健康的重大民生
工程，对建立和完善我省土壤环境
管理体系、促进土壤可持续利用、保
障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等，
具有重要意义。”省生态环境保护厅
相关负责人说。

我省首次启动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

给土壤环境做“体检”确保农产品安全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杨
艺华 通讯员谢芳春）记者今天从省
商务厅电子商务处获悉，今年以来，
我省电商产业发展态势向好，前三季
度全省实现网络交易额1137.2亿元，
同比增长36.01%，高出全国7.31个
百分点。在线旅游、生活服务、在线
餐饮等带动我省服务型网络零售增
长迅速。

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省网络
零售额312.61亿元，全国排名第21
位，同比增长41.25%；其中实物型网
络零售额164.87亿元，占网络零售额
的52.74%，服务型网络零售额147.74
亿元，占网络零售额的47.26%。全省
共有从事电商业务商家近4万家，较
2016年新增4854家，增长13.89%，
其中，应用型商家数量增长最多，对全
省商家数增长的贡献率达85.81%，服
务型商家数量小幅增长。

前三季度我省网络
交易额同比增长36%
高出全国7.31个百分点

本报三亚11月24日电（记者林
诗婷）今天上午，三亚市全面推进旅游
标准化精细化培训正式启动，特邀国
内知名旅游专家授课，来自该市90家
涉旅企业近200人参加，系统化学习
关于景区、乡村旅游点、旅行社、饭店、
旅游相关行业等行业标准，助推服务
品质提升。

当天上午，来自三亚市旅游标准
化第二批第一阶段90家试点企业代
表齐聚一堂，由国内知名旅游专家领
学，重点学习标准化基础知识、标准化
管理及标准化体系建立、旅游标准化
信息综合平台、标准化管理系统，以及
涉旅行业相关标准等内容。

据悉，目前三亚市旅游标准化第
二批第一阶段正在稳步推进，试点企
业将贯彻落实44项相关国家、行业及
地方标准，共计488项具体内容，涉及
旅游饭店类、旅游景区类和旅行社类，
各试点企业将在明年4月30日前完
成各项标准实施落实工作。

三亚启动旅游
标准化精细化培训
明年4月底完成44项相关标准

11月24日，2017雅航盛世·海洋休闲生活博览会在陵水雅居乐清水湾游艇会启幕。
本届博览会吸引了多个国内外游艇厂商参展，并围绕海洋休闲生活主题安排了试航试驾、
水上运动表演、海上嘉年华、品牌发布、艺术展等活动。

文/本报记者 苏庆明 林晓君 图/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陵水清水湾
游艇主题博览会启幕

一批进口消费品降关税，
对你我影响几何？

从流亡者到新任总统

姆南加古瓦
宣誓就职津巴布韦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