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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海南 看我们的

距2017中国

还有 88 天

（海南）

美丽乡村发展大会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 （记者
彭青林）今天，省委书记刘赐贵就推
进“厕所革命”作出批示，对我省前一
阶段推进“厕所革命”的成效给予充
分肯定，要求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
要指示为根本遵循，不断提升硬件建

设和服务水平，确保所有厕所达标。
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也作出批
示，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具体部署。

刘赐贵在批示中指出，两年多
来，我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厕所革
命”的重要指示真抓实干，取得了明

显成效。全省上下各级各部门都要
以习总书记11月21日再次重要指
示为遵循，所有厕所都应达标。

刘赐贵就下一阶段“厕所革命”
工作要求，公共场所的厕所要不湿、
不挤、不臭；农村厕所要纳入乡村振

兴战略，同规划、同部署、同落实；景
区厕所要方便游客，与自然景观协
调；城市厕所要有人管理，不断提升
硬件建设和服务水平。

沈晓明批示，海南是国际旅游岛，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厕所革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从
人民群众和广大游客的需求出发，结
合“全域旅游”创建、“百镇千村”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以创建文明城市、卫生
城市为契机，继续深入推进海南“厕
所革命”工作，确保取得更大的成效。

刘赐贵沈晓明就贯彻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进“厕所革命”批示要求

不断提升硬件建设和服务水平 确保所有厕所达标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11月30日召开会议，审
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
（试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
持会议。

会议指出，推进党务公开，是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

是发扬党内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的必然要求，对于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加强党内监督，充分调动全党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具有重要意
义。《条例》制定出台，为做好党务公开
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有利于推进党
务公开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会议强调，党务公开政治性、政
策性强。要坚持正确方向，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把党务公开放到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中谋划和
推进，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要求贯

穿到党务公开全过程和各方面。要
坚持发扬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
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
督权，更好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及时回应党员和群众关切，
以公开促落实、促监督、促改进。要
积极稳妥、有序推进，统筹各层级各

领域党务公开工作。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认真抓好

《条例》的学习培训和宣传解读，全面
准确掌握《条例》的主要内容和工作要
求。要加强对党务公开工作的组织领
导，紧密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
赵优 符王润 郭畅 邓钰 通讯员谢
琛）11月2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
播》《朝闻天下》两档节目点赞海南

“厕所革命”，通过游客的视角和体
验，透视海南旅游厕所的变化。两
年多来，我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厕
所革命”的重要指示真抓实干，取得
了明显成效。当前，海南“厕所革
命”正逐步从景区扩展到全域、从城
市扩展到农村、从数量增加到质量
提升，受到广大群众和游客的普遍
欢迎。

2015年，国家旅游局在全国范
围内启动三年旅游厕所建设和管理

行动。我省将“厕所革命”作为基础
工程、文明工程、民生工程来抓，大
力实施旅游厕所建设、技术创新、管
理和文明提升四大行动，“厕所革
命”取得明显成效。截至2017年10
月31日，全省新改建旅游厕所942
座，完成三年目标任务的98.02%。

“在热带雨林景区里有这么温
馨的卫生间，真令人感到惊喜。”在
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来自四川
的游客冯佳注意到，“生态厕所”错
落分布在景区各个游览休息点，亭
台式的建筑风格将厕所融入热带雨
林环境中，成为生态景观的一部
分。而厕所的人文理念和细节服务

更值得点赞：每一处公共厕所入口
至少设立两间“家庭卫生间”，内部
设有婴儿护理床、无障碍扶手、安全
抓杆、洗手池等设施，提供消毒洗手
液、卫生纸，门口摆放盆栽绿化植
物，婴儿床上摆放毛绒玩具等，游客
随处都能享受到人性化服务。

省旅游委主任孙颖介绍，我省
以创建全国首个全域旅游创建省为
契机，重点建设旅游精品城市、省级
六大旅游产业园区及旅游综合体、
25个重点旅游度假区、53家A级旅
游景区景点、56个旅游小镇、全省乡
村旅游点、全省所有星级饭店和国
际国内品牌酒店、特色街区及知名

餐饮店、旅游公共服务点等九大类
旅游“点”的厕所和上述“点”与“点”
的连接道路沿线的厕所，海南所有
5A级旅游景区必须在游客中心、住
宿区、集中餐饮区、大型游乐设施集
中区的厕所设立第三卫生间。

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旅游
区用红木搭建敞开式厕所，屋顶覆
盖茅草，全敞开的窗口把亚龙湾美
丽的山景、海景引入厕中，让游客如
厕时感受到山野之趣；海口火山口
地质公园的旅游厕所外墙用火山石
建造，处处体现火山文化；三亚蜈支
洲岛旅游区的厕所内描绘海洋景
观， 下转A03版▶

从景区扩展到非景区 从城市扩展到农村 从数量增加到质量提升

我省全域推进“厕所革命”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杨洲
实习生黄艳）记者今天从省住建厅获悉，今年以来，我
省将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作为重点，加快推进农
村危房改造，截至11月底，我省农村危房改造2.5万户
计划任务已完成。

去年我省调查核实，由于改造筹资难、扶持资金不
够等难题，我省贫困户申请危房改造的积极性不高。
今年，我省将危房改造2.5万户指标全部用于建档立
卡贫困户，在整合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省扶贫补助
资金基础上，各市县还根据实际加大了配套帮扶资金。

据介绍，在2018年前，我省要全面完成农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基本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住房安
全有保障。我省危房改造工作近年来也受到住建部的
表扬，在住建部组织的全国农村危房改造绩效考评中，
我省农村危房改造工作2015年位列第三，2016年位
列第四。

我省提前完成今年
农村危房改造2.5万户任务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李磊 实习生马浩
男）今天上午，在顺利完成了会议的各项议程后，省五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在海口闭会。会议表决
通过了一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
规，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任免案。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宪生、许俊、康耀红、林北
川，秘书长屈建民出席会议，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贾东军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常委会组成人员48人，实到37人，
符合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期间，常委会组成人员认真履行宪法和
法律赋予的职责，对各项议程进行认真审议，列席会议
的同志也畅所欲言，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会议表决通过了《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
章的决议》；表决通过了《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红树林保护规定>等八件法规
的决定》；表决通过了《海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表决
通过了《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定修正案（二）》；表决
通过了《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海南省
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定》；
表决通过了《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
告》；表决通过了有关任免案。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国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董治良，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高海燕，省人大法制委
员会和财经委员会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和
办事机构负责同志，部分省人大代表及有关工委委员，
各市、县、自治县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以及有关部门
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相关内容见A03版）

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闭会
一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
地方性法规获通过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金昌波）今天下午，
省深化海南农垦管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十五次
全体会议，传达省委七届三次全会关于农垦改革有关
精神和省委书记刘赐贵、省长沈晓明最近关于农垦改
革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当前农垦改革工作。省委副书
记、领导小组组长李军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领导小组副组长王瑞连出席会议。

会上，有关部门负责人汇报了农场农业用地规范
清理，农垦遗留问题土地确权登记，垦区集团化、农场
企业化及农垦土地资源资产资本化，农场社会管理属
地化改革，发展八大产业、建设八大园区工作进展情
况，以及新一轮海南农垦改革发展量化考核工作准备情
况，并场转制前担任农村“两委”干部移交地方政府管理
工作情况。与会人员展开深入讨论，提出意见建议。

李军指出，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要求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农垦振兴是海南乡村振
兴的重要标志和内容，农垦现代化是海南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十九大报告还提出全面深化
改革、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等，这些都是海南农垦改革发展的重要内
容。要深化认识、抢抓机遇，按照省委七届三次全会的
部署，把十九大精神转变成一项项具体工作，使十九大
精神在广大垦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李军强调，2015年以来，海南农垦改革取得了显
著成绩，特别是今年，“扭亏保盈”工作势头良好，长期
亏损的局面得到改变。 下转A05版▶

李军在海南农垦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
全体会议上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美好新农垦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宗
兆宣）11月30日晚，由50余名境内外
知名媒体和网络媒体记者参加的“最
美时光·舌尖海南中外媒体海南美食
之旅”在海口正式启动。

该活动邀请了EFE西班牙通讯
社、PRENSA LATINA拉丁通讯社、
YUANFANG MAGAZINE 网络媒
体、VIAJE EN CHANCLETAS 网
络媒体等10余家境外知名媒体，并邀
请新华社、中国日报社、经济日报等
20余家国内知名媒体，共计50余名
中外记者将全程参加此次活动。记者
将用9天时间，行走海口、文昌、琼海、
万宁、陵水、定安、临高、儋州、五指山、
东方、三亚，重点宣传推介海南特色海
鲜、四大名菜、黎族苗族特色名菜等各
市县近百个特色美食，并挖掘美食背
后的故事。

此次活动由省商务厅主办，省委
对外宣传办公室、省旅游委员会、省外
事侨务办公室、海南日报社支持，海南
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牵头承办。

中外媒体海南美食之旅
海口启动

习近平会见出席
“2017从都国际论坛”外方嘉宾

习近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见A02版）

■ 本报评论员

昨日，省委书记刘赐贵，省委副
书记、省长沈晓明分别就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厕所革命”的重要指示，
深入推进我省“厕所革命”作出批
示。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
要指示为根本遵循，按照省领导批示
要求，真抓实干，全面、深入推进我省

“厕所革命”，不断提升硬件建设和服
务水平，确保所有厕所达标，努力补
齐这块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

“小厕所，大民生。”厕所问题事
关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是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
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能否顺
利推进我省“厕所革命”，补齐这一
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文明的短板，
不仅事关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也
事关国际旅游岛环境卫生、社会文
明等外在形象，事关全域旅游创建、
美丽乡村建设等发展大局。对此，
我们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精心部
署、强力推进，确保我省“厕所革命”

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深入推进“厕所革命”，需要我

们将“厕所革命”作为基础工程来
抓。无论是公共场所还是旅游景
区，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厕所都是
不可或缺的基础配套设施，是公共
服务的应有之义。当前，我省有些
地方的厕所还存在供给不足、分布
不均衡、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深入
推进“厕所革命”，需要我们结合实
际，把“厕所革命”作为全面建设国
际旅游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

础工程来推进，作为乡村振兴战略、
全域旅游创建的具体工作来抓，使
其成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
标志性工程，将“厕所革命”逐步从
景区扩展到全域、从城市扩展到农
村，实现数量增加、质量提升，不断
提升硬件建设和服务水平。

深入推进“厕所革命”，需要我
们将“厕所革命”作为文明工程来
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厕所问题
不是小事情，是城乡文明建设的重
要方面。 下转A03版▶

坚持不懈推进海南“厕所革命”

习近平同志2005年6月2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

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

11月28日凌晨2时，海口美兰
国际机场一派繁忙景象，大批游客
推着行李走出机场。随着北方进入
严寒冬季，游客们纷纷将海南岛作
为旅游目的地，前来休闲度假。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海南迎来
旅游旺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