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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
况予以公示。

林 胜，男，1970年6月出生，海南
昌江人，汉族，大学学历，法学学士学位，
1991年7月参加工作，1993年1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海南省委常
委、学少部部长，省少工委副主任，省青
年联合会常委，省学生联合会秘书长，省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省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处正处级秘书、组
织人事处处长、机关党委副书记，环境资
源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现任海南省人大
常委会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室主任，拟提
名为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人选，
任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

吴 月，女，1960年2月出生，海南
万宁人，黎族，大学学历，哲学学士学位，
1978年9月参加工作，1985年4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纪委、省监察
厅第六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正处
级）、案件审理室主任，琼海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挂职锻炼），省纪委常委，省纪
委、省监察厅副厅级领导干部。现任海
南省纪委、省监察厅巡视员，拟提名为海
南省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专职，正厅
级）候选人。

孙书南，男，1959年7月出生，海南
定安人，汉族，大学学历，哲学学士学位，
讲师，1976年 7月参加工作，1985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社会保
障局养老保险处处长，省政法干部学校
校长（正处级），省委政法委副秘书长，省
综治办主任，海南政法职业学院院长、党
委副书记，省司法厅副厅长、党委委员。
现任海南省司法厅副厅长、党委委员兼
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委
员会委员，拟提名为海南省六届人大常
委会委员（专职，正厅级）候选人。

赖朝平，男，1959年11月出生，海南
万宁人，汉族，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助理
研究员，1975年8月参加工作，1987年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民政厅
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办公室主
任兼省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法人代表），

省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室主
任。现任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机关党组成员，拟提名为海南省六届人
大常委会委员（专职，正厅级）候选人。

李龙生，男，1963年5月出生，四川
仁寿人，汉族，大学学历，医学学士学位，
主治医师，1985年7月参加工作，1983
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办公室主任；省商
务厅办公室主任，市场运行管理处处长，
市场运行调节处处长，副厅长、党组成员
兼省服务贸易促进局局长。现任海南省
商务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兼省会展局局
长，拟提名为海南省六届人大常委会委
员（专职，正厅级）候选人。

吴 明，男，1962年5月出生，海南
澄迈人，汉族，大学学历，医学硕士学位，
主任医师，1986年7月参加工作，民盟盟
员。历任海南省人民医院科教处处长、
心血管内科主任、副院长，省卫生厅副厅
长，民盟省委会副主委。现任海南省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兼省中医药
管理局局长、民盟省委会副主委，省政协
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省红十字会副会长，
拟提名为海南省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专职，正厅级）候选人。

符晓君，男，1961年4月出生，海南
文昌人，汉族，大学学历，文学学士学位，
1982年1月参加工作，1995年6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法制办公室立
法处立法专员（正处级）、副处长（正处
级）、处长，副主任。现任海南省法制办
公室（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办公室）副主
任，拟提名为海南省六届人大法制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人选、省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主任人选，任省人大常委会
机关党组成员。

杜一戎，男，1959年10月出生，海南
海口人，汉族，大学学历，文学学士学位，
1983年10月参加工作，1987年12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委政法委政
治处处长，省610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省
委政法委副秘书长，省民族宗教事务委
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兼党组纪检组组
长。现任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
主任、党组成员，拟提名为海南省人大常
委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人选，任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

刘自更，男，1965年1月出生，湖北
蕲春人，汉族，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
学位，会计师，1988年 8月参加工作，
199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
省财政厅监督检查处处长、国库处处长，
省审计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审计署经贸
审计司副司长（挂职锻炼），省地方税务
局副局长、党组成员。现任海南省地方
税务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兼省非公有制
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委员，
拟提名为海南省六届人大财政经济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人选、省人大常委会财政
经济工作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
人选，任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

王宏良，男，1959年8月出生，海南
澄迈人，汉族，大学学历，农学学士学位，
工程师，1982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三亚市
农业局局长、党组书记，省农业厅副厅长、
党组成员。现任海南省农业厅副厅长、
党组成员兼省南繁管理局局长，拟提名
为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主
任人选，任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

麦 浪，男，1960年6月出生，广东
遂溪人，汉族，研究生学历，讲师，1982
年7月参加工作，1990年12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海南省委组织部办公室调
研员，琼山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正
处级），省委组织部干部调配处处长、省
直干部处（干部三处）处长，省委教育工
委专职副书记兼省教育纪工委书记，省
教育厅党组成员兼党组纪检组组长。现

任海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书
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拟提名为七届
海南省政协常务委员（专职，正厅级）候
选人。

黄良赞，男，1960年12月出生，海南
文昌人，汉族，大学学历，工学学士学位，
1982年8月参加工作，1989年5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水产局计划财
务处处长；省海洋与渔业厅市场与经济
信息处处长，计划与科技培训处处长，副
厅长、党组成员兼党组纪检组组长。现
任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副厅长、党组成
员，拟提名为七届海南省政协常务委员
（专职，正厅级）候选人。

冼诺春，男，1962年12月出生，海南
万宁人，黎族，大学学历，1985年7月参
加工作，199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海南省政协办公厅机关工会主席、
提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五指山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挂职锻炼）。现任海南省政
协提案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拟提名为七
届海南省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人选，任
省政协机关党组成员。

王澄寰，男，1963年10月出生，辽宁
锦州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硕
士、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讲师，1986年7
月参加工作，198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公室
主任、调研员，外资企业注册处处长，政
策法规处处长，副局长、党组成员。现任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
员兼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
作委员会委员，拟提名为七届海南省政
协经济委员会主任人选。

廖香俊，男，1961年9月出生，江西
兴国人，汉族，研究生学历，理学博士学
位，研究员，教授，高级工程师，1988年7
月参加工作，198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海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地
质勘查处处长、总工程师（正处级），昌江

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挂职锻
炼），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副局长、党
委委员。现任海南省地质局副局长、党
委委员，拟提名为七届海南省政协人口
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人选。

林 安，男，1963年10月出生，海南
保亭人，黎族，大学学历，文学学士学位，
1984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11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民族宗教工委办公室主任、民族宗教工
委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农村委员会
法案室副主任（挂职锻炼），昌江黎族自
治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代县
长（副厅级）。现任中共昌江黎族自治县
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副厅级），拟
提名为七届海南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
会主任人选，任省政协机关党组成员。

吉冬梅，女，1963年1月出生，海南
东方人，汉族，大学学历，文学学士学位，
讲师，1986年 6月参加工作，1996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三亚市
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副秘书长，省人民政
府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处长，省政协研究
室主任。现任海南省政协研究室主任、
机关党组成员，拟提名为七届海南省政
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人选。

黎才旺，男，1963年2月出生，海南
琼海人，汉族，在职大学学历，公共管理
硕士学位，1986年7月参加工作，1985
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人
大常委会监督室综合处处长，内务司法
工委综合处处长、执法监督处处长、副主
任。现任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
主任、党组成员，拟提名为海南省归国华
侨联合会主席候选人，任省归国华侨联
合会党组书记。

王长仁，男，1965年11月出生，吉林
农安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
硕士学位，工程师，1985年8月参加工
作，198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

国家体改委办公厅处长，国务院体改办
秘书行政司处长，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正处级秘书，农业部经管总站农业产
业化指导处处长，国务院体改办（国家发
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助理
（正处级）兼社会调查系统中心主任，国
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
（副司级）。现任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副主任、党组成员，拟任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党委委员、书记（试用期一年）。

林谟谐，男，1969年7月出生，海南
陵水人，黎族，研究生学历，历史学硕士学
位，1993年9月参加工作，1993年3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海南省委学
少部主任科员；海南省委组织部组织处主
任科员、助理调研员，干部培训、知识分子
工作处助理调研员，人才工作处助理调研
员，干部培训处副处长、调研员；文昌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正处级），浙江省青田县委
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挂职锻炼），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正处级）。现任中共文昌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正处级），拟任中共昌江黎族
自治县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提名为昌
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候选人。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拟任人选思
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问题可以通过
来信、来电、来访、网上举报等方式进
行。举报人应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提
倡实名举报。我们将严格遵守党的纪
律，履行保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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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金
昌波 通讯员何光兴）在各民主党派
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今天下午，
省委统战部在海口举行海南省出席
各民主党派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学习
中共十九大精神专题辅导报告会，邀
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老教授协
会首届理事会会长廖逊教授作专题
辅导报告。

辅导报告对中共十九大报告的
新思想、新论断、新提法、新举措，进

行了详细分析和解读。与会代表一
致认为，报告会便于大家进一步全面
理解和把握中共十九大精神，统一思
想、凝聚共识、增强新时代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

省委统战部有关负责人在总结
报告会时就我省各民主党派和出席
各民主党派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进一
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
神提了四点希望：一要从“高”字上下
功夫，要高度重视、高屋建瓴，把学习

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作为第一政治
必修课，确保学习领会到位、宣传解
读到位、贯彻落实到位；二要从“学”
字上下功夫，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
学、联系实际学，学以致用，推动加快
建设美好新海南；三要从“实”字上下
功夫，利用各种方式把十九大精神送
到全省基层一线民主党派广大成员
中，切实履行职责，发挥参政党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四要从“强”字上下功夫，不断加强民

主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巩固共同
思想政治基础。

报告会后，省委统战部有关负责
人与我省出席各民主党派全国代表
大会代表交流谈心，希望大家以中共
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饱满的政
治热情参加会议，遵守党派章程，履
行好代表职责，展现良好风貌和形
象，不辜负海南民主党派广大成员的
信任和重托。

我省出席各民主党派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学习中共十九大精神专题辅导报告会举行

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扛起新时代使命担当

省管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专题培训班·学习感言

十九大报告是推进全党全国各项事业的基
本遵循，也是做好新时期脱贫攻坚工作基本指
南，结合脱贫攻坚工作，下一步我们要全面做好
2017年度动态调整工作，督导市县扶贫办与公
安、纪检等部门进行数据比对，抓好建档立卡人
员信息清洗，做到“应纳尽纳，应退尽退”；组织
实施第三方评估和市县交叉考核；组织开展
2017年脱贫攻坚自查自纠工作；利用最后40多
天，集中力量解决脱贫对象“三保障”问题，做好
农村低保人员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相互政策衔接
落实。在国家对我省的年度脱贫攻坚考核中取
得好成绩，实现“保二争一”的目标。

——省扶贫办主任 孟励

这次培训安排科学紧凑，我们收获颇
丰。眼下，我们要认真研读党的十九大报告、
党章、中央纪委工作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入领会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准确把
握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
略部署，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九大精
神上来，入脑入心，学以致用。当下，我们贯
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其中一个工作重点，即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推进我省深化监察体
制改革试点的各项工作，我们每一位同志都
在为此付出努力，很荣幸成为这一历史进程
中的一名参与者。

——省纪委办公厅主任 陆海鹰

下一步，我们将自觉抓好环境资源审判改
革，服务生态文明建设；落实“禁毒大会战”工作
部署，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推进生态宜
居国际旅游岛建设；全面推行当庭宣判工作，让
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公平正义；贯彻家事审判
新理念，倡导“仁、和、礼、孝、悌”为代表的中华
传统美德，以家庭和睦促社会和谐；持续打赢用
两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为加快
建设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
的美好新海南扛起人民法院的司法担当。

——省高院党组成员，省一中院党组书记、
院长 王萍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海南高速公路股份
公司将立足海南独特的资源优势和特色产业
引导政策，以大旅游大健康产业为方向，培育
打造新的核心产业，转型升级原有主营业务；
立足自身主板上市企业对接资本市场的融资
优势，抓住当前资本市场规范发展的机遇，打
造成为国有资产证券化的平台和国有企业投
融资的平台；立足国有控股企业的体制优势，
发挥党组织在企业的政治核心和领导核心作
用，确保中央和省委的重大决策部署在公司得
到全面贯彻落实，确保企业在正确的方向上健
康持续发展。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国华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杨琴 整理）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十九大精神上来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云慧明 实习生卢进梅）
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党组今天下
发文件，成立教育系统“百人宣讲团”，
持续推进全省教育系统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

我省教育系统“百人宣讲团”由十
九大代表、省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
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曹献坤担任
团长，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党
组成员、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主要负
责同志、教育系统党的十九大代表、全
省高校部分校领导及部分高校哲学社
会科学专家、部分省教育厅直属学校
主要负责同志组成。他们将于今年
11月下旬起至明年1月底，深入全省
教育系统各基层单位开展宣讲活动。

我省教育系统“百人宣讲团”的宣
讲以十九大报告、《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届一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重
中之重，以中央批准的《党的十九大精
神宣讲提纲》为基本依据，面向全省教
育系统领导干部和师生员工，充分宣
传十九大精神。

我省教育系统成立
“百人宣讲团”
11月下旬起赴全省各地各校
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十九大精神进校园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成和军

省住建厅厅长霍巨燃近日接受海
南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党的十九大
就党和国家的重大目标任务作出了顶
层设计和全面部署，既有近期、中期
的，也有远期的。全省住建系统要把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战略部署、目标
任务，转化为本部门的中长期规划、工
作任务，找准定位，明确职责，确保党
中央、省委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在全省
住建系统落地生根，不断提高海南城
乡建设管理水平，扛起建设美好新海
南应有的担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

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

霍巨燃说，我省近年来大力推进
的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建设完全吻合十
九大的精神，也完全符合海南国际旅
游岛建设实际。今年以来，全省住建
系统继续大力推进美丽海南百镇千村
建设，开展农村垃圾治理、“无违建”创
建、农村危房改造、传统村落保护等多
项举措，创建了我省第二批171个美
丽乡村。

全省住建系统将继续围绕全域旅
游示范省的创建目标，继续做好村镇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补齐小城镇、村
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推
动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增强农
村自身发展能力。全面解决贫困户危
房问题，2018年底前完成所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危改任务，2019年完成17.5
万户D级危房改造任务。加大环境整

治力度，切实解决垃圾乱倒、粪便乱
堆、畜禽乱跑、柴草乱放等问题。继续
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
保障体系建设。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
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
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霍巨燃说，保持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是住建系统重点工作，
要坚持本省居民需求由制度保障、
投资性需求由政策限制、享受型需
求由市场调节的原则，通过总量控
制、规范有序、提升品质、完善配套
等综合措施，促进房地产业转型发
展。

霍巨燃表示，自“两个暂停”政策
实施以来，全省商品住宅去库存去化
期总体已经下降至合理区间，房地产
的主要任务从去库存转向调结构。接
下来，继续深化“两个暂停”政策，坚持

调控目标不放松、不松懈，坚持建多少
卖多少，决不当“房地产加工厂”。推
动房地产优化产品结构和空间布局，
对房地产开发实行指导性计划管
理，总量控制，有序开发，调整布局，
并向资源条件好、配套设施完善、开
发结构优、产品品质高、市场较成熟
的市县倾斜。同时通过提高开发设
计水平、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全装
修、绿色生态小区等，提高房地产品
质。通过发放租赁补贴、建设公租
房、自住型商品住宅、共有产权住宅
等多种形式，建立健全与本地居民
收入水平相适应的住房保障体系，
解决本地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
住房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这是海南的政治责任，也是实现群众
利益的迫切需要。

霍巨燃介绍，大力推进绿化美化、

绿色建筑行动。结合城乡环境整治、
新区开发、旧城改造和河道整治，建设
一批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公园、小游
园、街旁绿地，建立起多层次、多点面
的公园绿化体系。要深入推进绿色建
筑行动，推行住宅建筑执行绿色建筑
标准，开展高星级绿色建筑以及绿色
生态城区、绿色建筑集中示范区、绿
色建筑产业示范园区等综合示范建
设。推动地下综合管廊和海绵城镇
建设。在城市新区、各类园区、成片
开发区域的新建道路同步建设地下
综合管廊，逐步提高城市道路配建地
下综合管廊的比例。在新城开发建
设中全面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和
要求，在旧城改造中优先从园林绿
地、道路等实施整治改造，以解决城
市内涝、雨水收集利用等为突破口，
合理确定“渗、滞、蓄、净、用、排”等各
类自然和工程措施。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

省住建厅厅长霍巨燃：

不断提高海南城乡建设管理水平

本报海口 11月 24日讯 （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曾中笑）今天晚上，
我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海南
省优秀国产电影展映活动在海口正
式启动。

本次展映活动由省委宣传部指
导，海南广播电影电视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主办，海南省电影有限公司和海
南省电影行业协会承办，以深入学习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题，旨
在通过展映系列优秀国产电影，用电
影画面生动再现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
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艺术地反映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以达到宣
传党的十九大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目的。

活动主办方、承办方将在海口海
秀银龙电影城、南亚银龙电影城和澄
迈瑞佳银龙电影城放映《守边人》《十
八洞村》《空天猎》《战狼2》《塔克拉
玛干的鼓声》等优秀国产影片，并携
影片走进农村地区以流动放映形式
放映。

启动仪式后，在校学生、部队官
兵、环卫工人、社区居民等400余人一

同观看了电影《守边人》。该片是长影
集团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主流价值观
影片，被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列为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重
点献礼影片。该片根据新疆老党员魏
德友真实事迹创作，讲述了魏德友50
多年护边戍边的感人故事，抒发了平
凡人的伟大爱国情怀，是一部弘扬无
私奉献宝贵精神的主旋律影片。

我省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优秀国产电影展映启动
影片将在农村地区流动放映

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