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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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1 月 10 日讯（记者金昌
波）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实施
意见》
（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要求
各级党委、政府将律师制度改革作为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加大政策
扶持力度，抓好改革工作任务的贯彻
落实，进一步推动我省律师行业与经
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在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方面，
《实
施意见》要求法院、检察院、公安等部
门严格依法落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的相关制度，进一步完善便利律师参
与诉讼的服务设施和平台，通过维护
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
及时处理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
利的问题。在经费保障方面，
《实施
意见》作出了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法
律服务机制的制度性安排，财政部
门要将律师承担党政机关和人民团
体法律顾问、参与信访、调解等公共
法律服务事项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
导性目录。
据了解，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中央军委向武警部队授旗仪式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向武警部队授旗并致训词
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记者
李宣良 王玉山）中央军委向武警部
队授旗仪式 10 日在北京八一大楼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武警部队授旗
并致训词。
上午 10 时，授旗仪式开始，官兵
整齐列队，全场高唱国歌。仪仗礼兵
护卫着武警部队旗，正步行进到主席
台前。习近平郑重向武警部队司令
员王宁、政治委员朱生岭授旗。王
宁、朱生岭精神抖擞，向习近平敬礼，
从习近平手中接过武警部队旗，持旗
肃立。全体官兵向武警部队旗庄严
敬礼。
授 旗 仪 式 后 ，习 近 平 致 训 词 。
他指出，党中央决定，调整武警部队
领导指挥体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对武警部队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实
行中央军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
指挥体制。这是党中央从全面落实
党对全国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
度出发作出的重大政治决定，对实
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
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
远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武警部队是党领
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
卫人民美好生活中肩负着重大职

责，在维护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
全、制度安全中具有重要作用。要
坚决听党指挥，全面贯彻新时代党
的强军思想，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
决听从党的号令，强化政治意识、大
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永远
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加快建
设发展，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按照多能一体、有效维稳的战略要
求，加快融入全军联合作战体系，加
快构建军地协调联动新格局，加大
改革创新，提高质量效益，努力建设
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
要聚力练兵备战，全面贯彻新形势
下军事战略方针，始终保持高度戒
备，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扎实做好
执勤处突、反恐维稳等各项工作，坚
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
任务。要坚持依法从严，全面贯彻
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要求，弘扬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狠抓正风肃纪、反
腐惩恶，纯洁政治生态，凝聚强大正
能量，努力在武警部队光荣历史上
谱写新的时代篇章。
朱生岭代表武警部队发言，表示
要坚决贯彻习主席训词，坚决听从党
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聚力
练兵备战，忠诚履职尽责，决不辜负
党和人民重托。
之后，习近平接见了武警部队正
师级以上单位主要领导，并同大家合
影留念。

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
的意见》出台后，我省高度重视，迅
速 行 动 制 定 出 台《实 施 意 见》。
《实
施 意 见》紧 紧 围 绕 依 法 治 省 目 标 ，
以完善律师执业保障机制、健全律
师执业管理制度、加强律师队伍建
设、充分发挥律师在全面依法治国
中的作用为主题，提出了深化律师
制 度 改 革 的 指 导 思 想 、基 本 原 则 、
发展目标和任务措施，对我省今后
一段时期深化律师制度改革作出
全面部署。

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来琼
慰问见义勇为人员及家属
本报海口 1 月 10 日讯（记者金昌波）近日，中华见
义勇为基金会来琼看望慰问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代表及
家属，
为他们送去新春的祝福，
并送上慰问金。
慰问中，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理事长贾春旺一行
在海口市永秀花园小区看望慰问了见义勇为人员李忠
定、宋彬、傅友芽、莫碌等 4 人，在海口市国兴大道中丹
村看望慰问了见义勇为英雄李润富的家属。
据了解，李忠定荣获
“全国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海
南省优秀青年卫士”等称号，自 1989 年以来，他配合公
安机关抓获扭送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1230 多人；宋彬
荣获“海南省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称号，2003 年 4 月 16
日在与歹徒搏斗中脖子右侧被刺伤，经鉴定为九级伤
残；傅友芽荣获
“海南省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海南省道
德模范”称号，2010 年 7 月 5 日与歹徒搏斗中被砍数
刀；莫碌荣获
“海南省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称号，目前身
患重病，生活十分困难；李润富生前系海口市国兴大道
尾丹村居民，2013 年 5 月 10 日不顾个人安危，在下水
井道救援遇险人员，因吸入大量有毒气体昏迷不醒，后
经多方抢救无效去世，
被授予
“海南省见义勇为先进分
子”荣誉称号。
贾春旺高度赞扬了海南见义勇为英雄们的壮举。
他指出，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希望大家积极
向见义勇为英雄学习，
各级党委、政府要多关心和帮助
见义勇为英雄这一特殊群体，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帮
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及社会各界的关爱，共同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和稳定
的社会环境。
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李顺桃，海南
省见义勇为基金会会长肖若海等参加慰问活动。

1 月 10 日，中央军委向武警部队授旗仪式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向武警部队授旗并致训词。这是习近平向武警部队授旗。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授旗仪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宣读了中
央军委授予武警部队旗命令。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
又侠主持授旗仪式。
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

苗华、张升民出席活动。各大单位、
军委机关各部门主要领导和部队官
兵代表参加授旗仪式。

刘赐贵主持省委集体学习时要求

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内涵
向总书记看齐 向党中央看齐
紧密联系实际 严格查摆问题 高质量开好民主生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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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晓明于迅李军参加学习

本报海口 1 月 10 日讯（记者彭
青林）今天上午，省委召开省委常委
会（扩大）会议和省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
话、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情况的通
报，集中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
位和丰富内涵。省委书记刘赐贵主
持并讲话，要求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以中央政治局为榜样开
好全省各级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
会，实事求是查摆问题，全面加强各

级班子建设，以良好的政风推进海南
在新时代有新作为、新亮点。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沈晓
明、李军、毛超峰、王瑞连、张琦、胡光
辉、蓝佛安等深入交流，畅谈学习体
会。
刘赐贵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
重要讲话，紧贴国内国际实际，紧扣
时代步伐，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理论
性、针对性和指导性。各级党委（党
组）都要深刻领会习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着重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
夫，在海南贯彻落实好。要向总书记
看齐，向党中央看齐，高质量开好各
级党委（党组）民主生活会，要真正把
自己摆进去，紧密联系工作实际，严
格查摆问题，坚决杜绝形式主义。他
深入分析了当前我省干部队伍中不
同程度存在的工作抓得不实、不敢碰
硬、缺乏正确的政绩观、对生态环境
盲目乐观、工作缺乏协调协同、本领
恐慌、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等 10 类
问题，要求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查
找问题根源，
认真严肃整改。
刘赐贵要求，省委常委班子要率

先垂范，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要带头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务必做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
范风险挑战一以贯之。要在信念过
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
作风过硬上狠下功夫，从严要求。要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自觉维护党中
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习总书记和
党中央权威，坚决落实党中央的重大
决策部署。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以
钉钉子的精神担当尽责，功成不必在

我。要带头廉洁自律，时时敲响警
钟、坚守底线、慎独慎微，作风建设永
远在路上。要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的精神投入工作，努力争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践范例。要增强底线思
维，坚决防范安全生产、房地产市场、
地方债务、防灾减灾等重点领域的风
险，确保海南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
省领导于迅、肖莺子、肖杰、严朝
君、张韵声、陈守民、李宪生、许俊、康
耀红、陈海波、林北川、李国梁、王路、
何西庆、刘平治、贾志鸿、马勇霞、丁
尚清、王勇等参加学习。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

提高站位 强化责任 立行立改
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
础设施建设，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确保
海南的生态环境只能变好、
不能变差。
中央环保督察期间，我省对督察
组移交的问题高度重视，立行立改了
一大批问题。会议指出，此次反馈的
问题，大多是难啃的“硬骨头”。各级
各有关部门要坚持立行立改，不折不
扣落实督察组反馈意见的整改工作，
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要亲自抓整改，切
实把环境保护工作做得更加扎实。
要严肃责任追究，紧紧抓住中央环保

督察的“黄金机遇”，进一步树立主体
意识、落实主体责任，把省委七届二
次全会出台的 30 条措施落到实处。
要在抓紧整改的同时，坚持实事求
是，注重实地调查，逐项梳理解决个
案中的体制机制问题。要主动发布
整改信息，加强对整改工作的监督检
查，明确整改配套措施。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宣传部长会
议精神，
研究我省贯彻意见，
要求深入
理解、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

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阴天 夜间 多云间阴天 风向风速 东北风 5-6 级 温度 最高 15℃ 最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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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论述，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线，认真落实
党中央的一系列工作部署。要牢牢
把握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
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使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以纪
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为契
机，大力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
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凝聚全省智慧和
力量，加快推动美好新海南建设，争
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例。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政府工作报
告（送审稿）》，书面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海南省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8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送审
稿）》和《关于海南省 2017 年预算执
行情况及 2018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送审稿）》。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省委、省政府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亚龙湾被确定为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全国仅9家，亚龙湾是我省唯一入榜
A08

美国实施“第三舰队前移”战略

“卡尔·文森”
号航母
再赴西太平洋
B02

看我们的
读懂海南

本报海口 1 月 10 日讯（记者彭青
林）今天下午，省委书记刘赐贵主持
召 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海南省贯彻落实中央第四环境保护
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刘
赐贵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都要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主体
责任，
立行立改，
不折不扣地抓好中央
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特别要
提高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加强海岸带
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管理，加快环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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