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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发展大会

新华社北京 11月 25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 11 月 25 日向埃及
总统塞西致慰问电，就11月 24日
埃及北西奈省阿里什市一清真寺
发生严重恐怖袭击向无辜遇难者
表示沉痛哀悼，向塞西总统、遇难
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诚挚的慰
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指出，中方
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对
这次恐怖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中方
坚定支持埃方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

新华社北京 11月 25日电 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11月25日向埃及
总理伊斯梅尔致慰问电，对 11月

24日埃及北西奈省阿里什市一清
真寺发生严重恐怖袭击造成重大
人员伤亡，向伊斯梅尔总理、遇难
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诚挚的慰
问。

李克强在慰问电中强调，中方
将同埃方一道，坚决反对任何形式
的恐怖主义。

习近平就埃及发生严重恐怖袭击
向埃及总统塞西致慰问电
李克强向埃及总理伊斯梅尔致慰问电

本报椰林11月25日电（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王康奋）“有了这条路，
以后我们种什么东西都不愁往外运
了。”24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
黎跃村村民卓裕新站在自家门前，
一边在用土法酿制米酒，一边看着
自家门前新修的硬化村路，对未来
充满憧憬。

这条上个月底刚建好的农村公
路，虽然全长只有2.5公里，但却是
附近上千村民生产生活的必经之

路。“原来只有一条土路，下雨天车
容易打滑，连四轮车都进不来，收获
的槟榔我要骑摩托车一袋袋运出
去。”卓裕新说。

过去由于涉及到农场土地，这
条路迟迟未能修建，给村民出行和
农产品运输带来极大不便。

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打
赢“十三五”期间交通扶贫攻坚战，
今年初，省委、省政府计划投资6.5
亿元，将包括该村路在内的675个

项目共计1000公里农村公路建设
列入2017年为民办实事事项，予以
重点推进。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
截至今天，为民办实事项目的1000
公里农村公路建设里程已全部提前
完成，占计划的100%，受益自然村
庄达1105个。

全面奔小康，关键在农村；农村
奔小康，基础在交通。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农村公
路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对农村
公路助推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寄予了殷切期望。党的十九大报告

也强调，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

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围
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
作出了打赢我省交通基础设施扶贫
攻坚战的重大决策，于去年9月启
动实施农村公路六大工程，重点解
决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道路
问题。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林东说，农
村公路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先行
官”，修一段农村公路，就能给群众打开
一扇脱贫致富的大门；下转A02版▶

1000公里农村公路建设计划提前完成
1105个自然村庄受益

本报三亚11月25日电（记者袁
宇）线上“美食店”，线下却是“黑作
坊”。日前，三亚向这种网络订餐乱
象亮出利剑，在全省率先推出餐饮
O2O网络监管系统，运用“互联网+
大数据”技术，对网络平台上的外卖
餐厅实施主动监管，守护市民游客

“舌尖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
度重视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食品安全战
略，让人民吃得放心。三亚推出餐
饮O2O网络监管系统，剑指网络订
餐乱象，净化网络订餐环境，正是践
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体现。

“三亚主流订餐平台上现有外

卖餐厅3723家，涉及经营者3479
个。规模虽然不大，但乱象也仍然
存在。”三亚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餐饮监管科科长陈利琛坦言，由于
网络信息虚假难辨，加之网络订餐
经营者违法违规行为隐蔽，面对海
量信息，传统监管手段很难进行有
效监管。

在餐饮O2O网络监管系统启
用后，监管难题有望得到解决。陈
利琛透露，新监管系统将三亚市内
提供餐饮外卖服务的第三方平台全

部纳入监管范围，通过定期对各大
平台上餐厅的地理信息、交易信息
等数据进行搜索采集，再依托大数
据分析技术，不仅能够掌握全市网
络餐饮外卖的底数，还能及时掌握
到新入驻餐厅的相关信息，为后续
监管提高靶向性。

不仅如此，该餐饮O2O网络监
管系统还具备业务分流、核查记录、
证据保存等监管功能，在保持对外卖
餐厅有效监管的同时，还能有力督促
订餐平台履行主体责任。

三亚推出餐饮O2O网络监管系统

外卖平台全覆盖 交易信息底数清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新气象 新作为

《海南历史文化名人丛书》
编纂交流研讨会在海口举行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李煜）
今日，省政协《海南历史文化名人丛书》编纂交流研讨
会暨首发赠书仪式在海口举行。

据介绍，该丛书是一套人物传记丛书，每辑10本，
每本记述一个海南历史文化名人，编委会从海南历史
上选取100位知名人物，计划编纂出版十辑100本，现
已出版五辑50本，后五辑目前正组织编写，今后几年
将陆续出版面世。该丛书全部出版后，读者可以系统
了解100位海南历史文化名人，其中许多人是首次立
传，填补了以往学术研究的空白，有利于读者更好地认
识海南的历史和文化。

会上，有关专家学者和部分作者代表作了交流发
言。大家普遍认为，挖掘海南历史文化名人资源，出版
一套大型历史人物丛书，是海南学术界、出版界服务海
南文化强省建设的又一突出成就，要认真总结经验，继
续做好下阶段编纂工作。

会议指出，丛书编纂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的重大举措，是坚定海南文化
自信文明自信历史自信、提升国际旅游岛软实力的重
大措施，为海南文化发展繁荣夯实了人才基础、提供了
有益范例。要加强宣传推介，最大限度地挖掘丛书在
美好新海南建设中的文化精神作用、在开展传统美德
教育中的普及教育作用、在海南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学
术参考作用和在海南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宣传媒
介作用。

会后还进行了该丛书的首发赠书仪式。省政协文
化研究交流协会、省社科联、省委党史办、省政协文史
委、南方出版社等单位相关负责人，省内外有关专家学
者、作者编辑代表、各市县史志办有关负责人等共约
80人参加了会议和赠书仪式。

上海三亚开展医疗合作共建
打造三级甲等妇女儿童专科医院

本报三亚11月25日电（记者林诗婷）三亚医疗事
业发展又迎来好消息。今天上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托管三亚市妇女儿童医院签
约揭牌仪式在三亚举行，两院将联手在三亚打造集医、
教、研为一体的三级甲等妇女儿童专科医院，采用托管
形式全面提升三亚医疗、教学、研究等方面水平，补齐
医疗发展短板，增进民生福祉。

据悉，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是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
要建设机构，是由上海市政府与世界健康基金会
（Project HOPE）合作共建的一所集医、教、研于一体
的三级甲等儿童专科医院，2010年成为国内首家通过
JCI国际医院认证的三级甲等儿童专科医院，拥有小
儿先心病诊治中心、儿童血液肿瘤中心、儿童保健（发
育行为儿科）等多个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优势
特色学科。

此次医疗合作共建，是三亚市为落实海南省医疗
卫生事业发展战略部署，以及三亚市卫生发展“十三
五”规划的重要举措之一。合作期间，上海儿童医学中
心将通过品牌输出、管理输出、专业技术支持及派遣专
家和学科带头人等方式，在医疗、教学、研究、管理等方
面给予三亚市妇女儿童医院全方位的业务支持。

三亚市妇女儿童医院将借助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的合作契机，进一步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提升医院综合
服务能力，为当地妇女儿童以及各地游客提供更优质
的医疗服务。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记者彭
青林）今天下午，省委召开全省电视
电话会议，对我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试点工作进行全面动员部署。
省委书记刘赐贵在会上要求，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
统一思想认识、明确目标任务、狠抓
工作落实，确保圆满完成深化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蓝佛安，省委
常委、三亚市委书记严朝君在省主会
场出席。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肖杰
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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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总书记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全面推开这项

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各级党委要深刻认识全面推开改革
试点工作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深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
大政治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充
分认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有利
于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的统一领导；充分认识深化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胜利的必然要求；充分认识在全国推
开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是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大战略
举措，是十九届党中央实现良好开局
的一项重要决策部署，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
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
协调，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确保高质
量完成这项改革任务。

刘赐贵强调，深刻领会中央有关
改革要求，扎实有序做好全省改革试
点工作。要把握好改革试点工作目
标，确保完成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
会组建，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
腐败工作机构，构建集中统一、权威
高效的监察体系，实现对所有行使公
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要把
握好改革试点工作原则，坚持积极审
慎，严格按实施方案的要求循序渐进
推进试点工作；坚持问题导向，通过
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稳步
推进改革试点；坚持精简高效、内涵
发展，全面整合机构职能和人员，做
到机构、职数、编制“三个不增加”，达
到“1+1>2”的效果。要把握好改革
试点工作的5项主要任务，完成机构
设置和人员转隶，明确监察委员会的
职能职责，明确监察委员会的权限手
段，形成高效顺畅的体制机制，强化

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制约。
就下一步改革试点工作，刘赐贵

对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
作小组和省纪委、省委政法委、省委
组织部、省人大机关、省编办、省高院、
省检察院、省财政厅、省公安厅等相
关单位，以及各市县分别提出了具体
要求。他要求，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试点工作小组要加强指导协调，
各相关单位要齐心协力推进改革试点
各项工作。各市县党委和纪委要担负
起改革试点的重要责任，市县委书记
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市县纪
委书记要冲在改革试点的第一线，把
抓好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作为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大举措，把
改革蓝图转化为一项项具体实践成
果。要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的舆
论氛围，增强社会各界对改革的认同
和拥护，最大程度凝聚改革共识。

蓝佛安在会上传达了全国推开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动员部
署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并对贯彻落实
我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
作实施方案提出工作要求。他指出，
各级纪委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履行
好纪委专责，抓住“一个关键”，突出

“五个重点”。“一个关键”就是牵住转
隶这个“牛鼻子”；“五个重点”是强化

“四个意识”、把思想工作贯穿始终、
妥善处理好新老业务的衔接、做好内
设机构设置工作、严格把握好各级监
委组建的两个时间节点，实现党对反
腐败工作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
高效三个目标。同时要注重强化督
导，上下联动，确保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试点工作落地见效。

各市县及有关单位负责人近千
人在各市县、洋浦经济开发区和省人
大政协机关分会场参加会议。

省委召开电视电话会对深化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作出全面动员部署

刘赐贵出席并讲话

11月 25日，海口市琼山区
旧州镇灵庆田，几位种养专业合
作社社员在分拣包装甜瓜。

据介绍，旧州镇灵庆田此前
已荒废多年，共200多亩。海口
梁丰大园种养专业合作社与海南
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一起，
在灵庆田建立100亩海南北部厚
皮甜瓜栽培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基地。通过科学种植管理，甜瓜
亩产达2400公斤左右，产品销
往北京、上海等地。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荒田变身甜瓜园

我省出台实施细则
规范国际学生
招收和培养工作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云慧明 实习生卢进梅）
省教育厅、省外事侨务办公室、省公安
厅日前印发了《海南省学校招收和培
养国际学生管理实施细则》（下称《实
施细则》），以此规范我省各级各类学
校国际学生招收、培养和管理工作。

《实施细则》明确了招收国际学生
的学校资质等事项，表明省教育厅每年
均会会同外事、公安等部门对备案学校
进行检查、评估与监督并公布结果。对
有违反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定，在国际学
生招收和培养过程中利用招生工作牟
利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学校，省教育厅可
责令其整改，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
任，并可以限制其招收国际学生。

招收国际学生的学校应为招收国
际学生设置相应录取标准，明确语言
及相应学业要求；应将国际学生教学
计划纳入学校总体教学计划，应有针
对国际学生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
有适合各类国际学生的固定教材。

为了服务国际学生，《实施细则》还
规定：招收国际学生的学校应建立健全
国际学生管理机构，配好、配齐国际学
生管理队伍，并保持队伍的相对稳定。

在符合国际学生入学标准的基础
上，招收国际学生的学校可依据国家
战略需要，优先录取与海南具有友城
关系地区的国际学生及琼籍海外华侨
华人子女。

埃及恐袭
死亡人数升至305人
恐怖分子持有“伊斯兰国”旗帜

红黄蓝新天地幼儿园
一老师涉嫌虐童被刑拘

北京朝阳区政府责成举办者
免除园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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