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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44 天

（海南）

美丽乡村发展大会

省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换届是全省政治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意义十分重大。为严肃换届纪
律，进一步做好省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换届期
间的选举纪律和作风监督工作，及时掌握换届期
间有关工作的重要情况和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对
拉票贿选、破坏选举、搞非组织活动等违反换届纪
律问题进行有力查处，确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健
康进行，现将省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换届纪律
监督举报平台公告如下：

举报电话：12380（省委组织部）
举报网址：http：//12380.hainan.gov.cn
短信举报号码：18608912380
信访举报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

海南广场 1 号楼 311 室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570203）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17年12月5日

公 告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梁
振君）第十六届内地、香港、澳门卫生
行政高层联席会议今天在海口召
开。来自三地卫生行政部门的主管
和专家50余人齐聚椰城，分享三地
卫生与健康事业改革发展经验，共同
谋划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国家卫生
计生委主任李斌、海南省省长沈晓
明、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
陈肇始、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李
展润分别率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李斌在致辞中指出，今年10月
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强调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
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必须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施国民健康
政策，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
生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优质高效的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

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十九大还
强调，香港、澳门发展同内地发展紧
密相连，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这为三地在新时代共同
推进卫生与健康事业改革发展，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李斌介绍了过去五年内地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的重大阶段
性成效、三地认真落实联席会议取得
的成果，充分肯定近年来海南深化医
改取得的成效，就海南下一步深化基
层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具体举措表
示鼓励和支持，并就三地卫生部门共
同谋划推进新时代卫生与健康事
业，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协力推进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国家卫生计生
委将深化卫生与健康行业“放管服”
改革，不断完善便利港澳医学界人

士在内地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二
是共同推进区域健康融合发展。积
极探索内地与港澳的创新合作模
式；希望港澳在大力发展健康科技
产业，营造安全健康环境等方面有
新作为。三是共同打造“健康丝绸
之路”。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卫生
与健康交流合作。

沈晓明在致辞中说，海南与港澳
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经济社会发展
空间巨大，三地拓宽交流合作的深度
和广度还很大。当前，海南正在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好十
九大精神，就要落实好健康中国的各
项任务。近年来，在国家医改领导小
组和省委的领导下，海南深入推进医
改的各项工作，医改的各项任务推进
顺利，各项医改目标有望按时完成。
除此之外，我省主动在“自选动作”上

做文章，把2018年作为加强基层医
疗卫生工作的攻关年，计划用2-3年
时间，对海南基层医疗服务体系进行
大改造，通过以人口布局规划配置乡
村医疗结构，推进乡村两级医疗卫生
机构标准化建设，大力推动人事制
度改革、实行“县管乡用”的乡镇卫
生院医生制度和“乡管村用”的村医
制度，大力推动基层卫生人员薪酬
制度改革等举措，吸引医务人员下
基层安心服务百姓，不断提高基层
医疗服务体系水平。沈晓明说，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建设是
国家在卫生系统进行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一项举措，海南要完成党中
央国务院交给的试验区任务艰巨、
责任重大，希望国家卫生计生委、香
港和澳门的同道帮助海南把博鳌乐
城先行区这个卫生系统的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任务完成好。
陈肇始、李展润在致辞时表示，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及粤港澳
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等为内地、
香港、澳门三地加强医疗和公共卫
生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带来了难得的
机会。下一步，将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加强三地在人口老
龄化、传染病联防联控、医疗科研等
方面的合作交流，共同携手，推进三
地健康产业的发展、保障三地人民
的健康。

内地、香港、澳门卫生行政高层
联席会议每年举办一次，主要商讨三
地近一年来关心、关注的重大卫生议
题，交流成果及会议共识将对来年三
地制定卫生政策有所启迪和借鉴。

副省长王路、省政府秘书长陆志
远参加会议。

分享三地卫生健康改革经验 谋划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第十六届内地、香港、澳门卫生行政高层联席会议在海口召开
李斌沈晓明致辞

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健
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并发
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提出，村务监督委员会是村
民对村务进行民主监督的机构。建立
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对从源头上遏制
村民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村务监督委员会要紧密结合村情
实际，重点加强以下方面的监督：（1）村

务决策和公开情况。主要是村务决策
是否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村务公开是否
全面、真实、及时、规范。（2）村级财产管
理情况。主要是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
代行管理的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
情况，村级其他财务管理情况。（3）村工
程项目建设情况。主要是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建设等工程项目立项、招投
标、预决算、建设施工、质量验收情况。
（4）惠农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主要是支
农和扶贫资金使用、各项农业补贴资金
发放、农村社会救助资金申请和发放等

情况。（5）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情况。主
要是建设文明乡风、创建文明村镇、推
动移风易俗，开展农村环境卫生整治，
执行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等情
况。（6）其他应当监督的事项。

《意见》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
度重视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
县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具体组织实施，抓好工作落实，及时研
究解决相关问题。各级党委组织部门
要牵头协调，民政、党委农村工作综合
部门等单位共同参与，加强指导。

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瓜果飘香的农业田洋、绿树成荫
的乡间小路、洁净质朴的农家院落、别
具特色的小镇集市……行走于海南的
乡镇村落，既可见“迟日江山丽”，亦能
闻“春风花草香”。

2000年以来，省委、省政府立足
省情，以“建设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
济、培育生态文化”为主要内容，大力
推进文明生态村创建工作。17载不
忘初心、砥砺奋进，海南文明生态村从
无到有，从点到面，从数量积累到质量
提升，成了海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一道靓丽风景，更成了全国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的响亮品牌。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明生
态村创建工作与“美丽海南百镇千村
工程”实现了有机结合，与海南国际旅
游岛建设各项工作实现了统筹推进，
成效更加显著。截至今年6月，全省
累计17536个自然村创建文明生态
村，覆盖率达到84%。

党的十九大将建设生态文明定位
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并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重
大部署。海南青山绿水间、银滩碧波
旁的一个个文明生态村，必将在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过程中，不
断助推美好新海南从愿景走向现实。

不改生态底色
喜迎山乡巨变

“大里有条瀑布河，水从高流如云

飞。河里水清石头净，鱼头虾须可眼
见。”每每遇到从外地来的游客，陵水
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大里地区村民黄春
銮就喜欢用这首自编歌谣向他们介绍
家乡的美景。

大里地区被誉为海南的世外桃
源。之所以得此雅号，一方面是因为
当地风光秀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地
处偏远、交通不便，一直“藏在深闺人
未识”，村民们守着绿水青山却过不上
好日子。

近几年，本号镇借创建全国文明
村镇之机，因地制宜按照“一村一品”
规划打造特色产业。大里的特色旅游
资源也被整合起来，吊罗山森林公园、
小妹水库、大里瀑布……一颗颗美丽
的“珍珠”被串成项链，游客可以在这
里同时体验到山地运动、旅游探险、休
闲养生等多种乐趣。

守住生态底色、用活生态资源，大
里地区发生的喜人蜕变，是我省文明
生态村创建的一个生动缩影。“凭生态
而立、因生态而兴”，已经成为海南文
明生态村的显著特征。

省文明办负责人介绍，创建工作
启动以来，各个村庄始终按照省文明委
部署，以优美的生态环境、发达的生态
经济、丰富的生态文化和一流的生活质
量为目标，反对简单粗暴，不搞大拆大
建，保留村庄特色，慎砍树、不填湖、少
拆房，纷纷在创建后展现了“村在林
中、院在绿中、人在景中”的美丽景象。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冯塘村的西
北角有一片水草丰茂的湿地，以前村
民在这种植农作物， 下转A02版▶

创建工作启动17年来，全省累计1.7万多个自然村创建文明生态村，覆盖率达84%

绿水青山间 文明花儿开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实习生 罗雯

四场欢乐节演出、七场惠民演
出，还有多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专题文艺晚会……近一个月
来，海口市艺术团马不停蹄，在沾
满泥土的乡村舞台，在“高大上”的
晚宴会场，无论奔波了多少日夜，
舞蹈演员们总是以最饱满的精神
状态亮相。

即便是在这样密集的演出安排

下，海口市艺术团艺术总监蒙麓光
仍会见缝插针地去思考节目的细节
打磨，以及下一部作品的创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社
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
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这让海口
市艺术团全团演职人员备受鼓
舞，大家将再一次沉下身子，在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

时代的文艺创造。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创作宗旨

11月26日，傍晚时的琼山区三
门坡镇清泉村，风雨又大了起来，气
温也在下降。一把又一把花伞将村
里的舞台包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花
伞下，是村民们满心期待的目光。
在刚刚结束秀英区永兴镇儒行村的
文化扶贫惠民演出仅一天后，海口
市艺术团一行在清泉村为村民们带
来又一场惠民演出。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把满
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

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
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
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
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
者的天职。

虽然只是一场又一场在田间村
头的演出，可艺术团在创作上丝毫
没有怠慢，舞台的简陋限制不了节
目的丰富，小品、器乐演奏、声乐演
唱等样样不少。主创人员在节目中
融入宣传十九大精神的内容，让党
的声音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村
落间传播。 下转A02版▶

(更多“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相关报道见A02、B02版）

不断推进惠民演出和文艺创作 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海口市艺术团：雕琢精品歌舞 彰显文化自信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 （记者孙慧 实习生黄媛
曾君倩）冬春农闲是农田水利修复黄金时期。近日我
省印发《海南省2017—2018年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实施方案》，要求组织发动社会各方力量，掀起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新高潮，加快补齐补强水利基础设施短
板，2017年—2018年全省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计
划投入54.91亿元。

按照实施方案，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内容包括修复
水毁灾损水利设施、水利工程维修清淤、重大水利项
目、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农田灌排工程、除险加固水库、水生态文明、农业综合
开发项目和土地治理项目等九大重点。

此次冬春农田水利建设时间从今年11月至明年
4月，力争全省新增和恢复灌溉面积35万亩，改善灌
溉面积130万亩，新增和改善除涝面积18.5万亩，新
增旱涝保收面积11.5万亩，改造中低产田15.3万亩，
新增节水灌溉工程面积16.6万亩，新增供水受益人
口48.15万人。

我省今冬明春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拟投入54亿多元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符晓
虹 翁小芳）记者今天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4日夜
间和8日早晨有两股冷空气先后影响海南。本周琼岛
总体降水偏少，后期最低气温将明显下降，最低气温仅
为10℃。

陆地方面，预计12月5日-7日，受弱冷空气影响，
海南岛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阴天有分散小雨，西部和
南部地区多云；气温小幅下降，过程最低气温将出现在
5 日夜间，中部地区 14℃-16℃，北部和东部地区
17℃-19℃，西部和南部地区20℃-22℃；最高气温变
化不大，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20℃-23℃，西部和南
部地区25℃-27℃。

预计8日-10日，受较强干冷空气影响，全岛转为
晴好天气，最低气温明显下降。过程最低气温将出现
在9日夜间，中部山区将降至10℃-12℃，北部和西部
地区降至13℃-16℃，南部地区降至16℃-19℃；最高
气温略有下降。

琼岛本周后期
最低气温10℃

三亚市吉阳区中廖村整洁的村容村貌。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截至今年6月，全省累计17536个
自然村创建文明生态村，成为全国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的响亮品牌。这些如繁
星点缀的文明生态村，是构成海南美
丽乡村的底色，也是海南人民建设美
好新海南的必由之路，更是海南人民谱
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的具体实践。

海南文明生态村从无到有，从
点到面，从数量积累到质量提升的

发展成果，是省委、省政府长期坚持
“生态立省”战略，以生态文明建设
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
果；也是海南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正确
政绩观、发展观，以生态环境问题为
导向进行改革创新所取得的丰硕成
果；是海南人民以新发展理念为指
引，坚持绿色发展，闯出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的新路的实践探索。
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九大以及省第
七次党代会，省委七届二次、三次全会
的相关要求，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观，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构建
人与自然和谐相伴的生态文化，在全
省实现生态文明村创建全覆盖，力争
海南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让海南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美

人民日报今日刊发任仲平文章

领航，思想的力量
开辟新时代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思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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