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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放大学国家开放大学（（海南海南））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学知识学知识 强素质强素质
拿文凭拿文凭 交朋友交朋友
国家开放大学，教育部直属成人高校，成
人专科、本科学历教育优选。免成高入
学，工作读书两不误，颁发国家承认学历
证书，教育部电子注册，可授予学位证书

开放教育开设专业：
文史类、财经类、理工类、旅游类
http://www.ouchn.edu.cn/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3月18日
校总部咨询电话：65699668、66115373
13907615002（陈老师）
地方学院咨询电话：
文昌学院63299166 琼海学院62819613
三亚学院88214928 东方学院25583266
儋州学院23885117 五指山学院86623720
屯昌学习中心67831937
校总部报名地点：海口市海甸二西路20号
海南电大一楼招生接待中心

新华社呼和浩特1月30日电 1月
30日下午，正在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
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迎来激动人心的
时刻：大会宣布，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选
人习近平同志，全票当选第十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

内蒙古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一次会
议当天下午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会
议选举产生了58名内蒙古自治区第
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当大会宣布习
近平同志全票当选时，雷鸣般的掌声
响彻全场。

“人民代表人民选，人民领袖人民

爱！”代表们纷纷表示，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内蒙
古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
就，正在与全国人民共同经历从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习近平
总书记全票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是
500多名内蒙古自治区人大代表的共
同意愿，是2500多万草原儿女的由衷
心声，更是13亿多各族人民忠诚党的
核心、拥戴人民领袖的生动体现。

“听到总书记到内蒙古参选的消
息，我们无不欢欣鼓舞。这是内蒙古各
族群众的无上光荣，是党中央对内蒙古

干部群众的高度信任，也是对广大边疆
民族地区的深切关怀和极大激励。”代
表们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次在边
疆民族地区参选，展现了党中央新的作
风形象，对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加强
和改进党内政治生活、营造良好的政治
生态，推进实施脱贫攻坚、“一带一路”
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起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 1
月考察内蒙古自治区时的情景，自治
区人大代表、呼伦贝尔蒙古族牧民宏
瑜深情地说：“总书记冒着严寒深入草
原看望农牧民， 下转A02版▶

内蒙古选举产生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习近平全票当选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记者李
磊 彭青林）今天下午，省六届人大
一次会议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在省人
大常委会会议厅举行。会议共进行
了4项议程。

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刘

赐贵主持。主席团常务主席沈晓
明、李军、王瑞连、蓝佛安、许俊、何
西庆、康耀红、林北川、陆志远、关进
平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71人，实
际到会68人，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关于各代表团酝酿各
项候选人人选情况的报告，确定正式
候选人名单，提请大会全体会议选
举。会议决定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
单草案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会议听取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

于代表提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
会议决定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计划
报告、预算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省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建
议表决稿，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
刘赐贵主持 沈晓明李军出席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记者况
昌勋）今天下午，省长沈晓明来到省
六届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
听取代表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并就军民融合发展等问题与大
家进行了深入交流。

陈守民、李谷建、陈振魁、黄龙、
姚春雨等代表先后发言，对政府工
作报告和过去五年政府工作给予了
充分肯定，并对美好新海南建设和

国防教育、“双拥”工作、军事设施保
护等涉军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沈晓明边听边记，不时与代表们互
动交流。

沈晓明感谢驻琼部队长期以
来大力支持与关心海南经济社会
发展。他非常赞同代表提出的

“海南要打好绿色牌、念好旅游
经、唱好健康产业戏”的建议。“我
觉得还要加上两句，写好民生答

卷、做好海洋文章。”沈晓明说，中
国是一个大家庭，每位成员的职
责分工不同，海南要在全国大局
中找准定位，履行好国家赋予我
们的管好“后花园”、守好“南大门”
的职责，经济建设要在保护好生
态环境、做好民生事业的前提下
开展。

针对代表们提出的涉军方面
的问题，沈晓明指出，海南位处南

海前沿，战略地位重要，要做好顶
层设计，深入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各项实践。省政府会努力当好
驻琼部队的“服务员”，做好拥军优
属、经济适用房建设、转业干部安
置、官兵子女就学等服务保障工
作，一件一件抓落实。沈晓明还欢
迎各位代表经常给省政府提出意
见和建议，省政府会认真研究吸收
采纳。

沈晓明到解放军代表团听取代表对政府工作意见时指出

要深入推进海南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各项实践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1月30日召开会议，听
取和审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
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
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
报告的综合情况报告》。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
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党组和中央书记处2017年
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意其对
2018年的工作安排。

会议认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
的体现，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
首先要坚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全党同志要牢固树立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
意识，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
治规矩来执行，始终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会议强调，今年是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
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
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党组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以更好的精神状态和
更高的工作水准，推动党中央大政方
针和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要把党的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抓好党组自身建

设，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中央
书记处要自觉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把握学
习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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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主
线，进一步在协助党中央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上聚焦发力，深入调查研究，
推动党中央交办的任务落实见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的综合情况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导读
2018年省两会特别报道

■ 本报记者 况昌勋
通讯员 詹君峰 林侯德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立巡
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海南紧
紧围绕党中央对巡视巡察工作的部
署要求，坚持巡视巡察工作一体谋
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以巡视带
动巡察，扎实推进全省 18个市县
（不含三沙）巡察全覆盖，让巡察利
剑直插基层。

“各市县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对巡视巡察工作的重大
部署，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委的中心
工作，坚持政治巡察定位，完善巡察
体制机制。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
监督网，勇于善于发现问题、形成震
慑，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作出新
贡献。”日前，省委书记刘赐贵就市
县巡察工作作出批示。

坚持政治巡察定位
聚焦基层突出问题

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
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管党治党责任
不落实，往往是滋生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的根源。

“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牢牢把握
政治巡察定位，开展政治巡察，发挥
政治‘显微镜’和‘探照灯’作用。”省
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委巡视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蓝佛安在全省市县巡
察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海南牢牢把握政治巡察定位，

突出重点对象和重点领域，围绕中
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执行中的问
题、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突出
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确
定巡察任务，对基层党建、换届选
举、干部作风纪律、脱贫攻坚等情况
开展市县巡察。

“没想到现在管党治党这么严，
以前从来没听说过因为党建工作没
做好而被免职的。”日前，澄迈县商
务局党委书记因履行党建第一责任
不力被免职消息在当地干部群众中
引发热议。

原来，澄迈县委巡察组在巡察
中发现县商务局下属县外贸公司违
规发放节日补贴4.7万多元，思想松
懈、纪律松弛、作风松散，基层党建
资料几乎“空白”等问题，县商务局
党委管党治党宽松软，该局党委书
记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为此，2017
年7月澄迈县委给予其免职处理。

自开展市县巡察以来，全省巡
察共发现党的领导弱化问题2026
个、党的建设缺失问题1964个、全
面从严治党不力问题2561个，督促
各级党组织建立台账，逐项整改落
实，及时纠正管党治党不严、贯彻落
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跑偏走样、效
果层层递减等问题，不断推动管党
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创新巡察方式方法
综合运用巡察成果

立足基层实际，加强改革创
新。“要在坚持依纪依规前提下，创
新组织形式、工作模式、工作方法，
增强巡察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压实
巡察整改主体责任，严查快办巡察
移交问题线索，坚持标本兼治，用好
用足巡察成果。”蓝佛安表示。
下转A04版▶（相关报道见A06版）

海南扎实推进巡察全覆盖，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监督网

巡视巡察“双剑合璧”助力全面从严治党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记者杨维汉 陈菲）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30日表决通过
了关于召开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
决定。根据这一决定，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于
2018年3月5日召开。

决定建议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议程是：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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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审议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
的议案；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选举和决定任命国家机构组成人员等。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将于3月5日召开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日前，全国政协十二届
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第十
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决定全国政协十
三届一次会议于2018年3月3日在北京召开。

日前，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部分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的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草
案）已经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建议提交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审议。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将于3月3日召开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侯雪静 彭韵佳）近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林业局、财政部、水利部、农业
部、国务院扶贫办六部委联合印发《生态扶贫工作方
案》，明确将采取超常规举措，力争到2020年带动约
1500万贫困人口增收。

方案提出，要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在贫困地区打
造精品森林旅游地、精品森林旅游线路、森林特色小
镇、全国森林体验和森林养生试点基地等，带动200万
贫困人口实现增收。同时，要基于贫困地区资源优势，
发展适合贫困地区的特色林产业与特色种养业，并积
极引导贫困人口参与。

根据方案，各部门还将加强退耕还林还草、京津
风沙源治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等11项重大生态
工程建设，进一步向贫困地区倾斜工程项目与资金，
提高贫困人口收益程度。其中，京津风沙源治理工
程将在工程范围内53个贫困县（旗）中，安排营造林
315万亩，吸纳贫困人口参与工程建设。三北等防护
林体系建设工程将优先安排三北、长江等防护林体
系建设工程范围内226个贫困县的建设任务，完成营
造林1000万亩。

方案明确，借助重大生态工程建设与生态产业的
发展契机，贫困人口可通过参与工程建设获取劳务报
酬、生态公益性岗位得到稳定的工资性收入、生态产业
发展增加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生态保护补偿等
政策增加转移性收入。

方案强调，要切实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
支持力度，推动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相协
调，脱贫致富与可持续发展相促进，使更多贫困人口
从生态保护与修复中受惠，实现脱贫攻坚与生态文
明建设“双赢”。

六部委将采取超常规举措
推进生态扶贫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黄裕
光 林杉）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悉，今天，海口⇌
悉尼的定期直飞航线在该机场顺利开通，这也是继海
口至罗马通航之后，美兰机场开发的又一洲际航线，同
时也是海南首条直飞大洋洲航线。

据了解，该航线采用空客A330豪华宽体客机执
飞，设有公务舱36座和经济舱260座。去程为每周
二、周日，航班号HU447，海口起飞时刻为18：50，次
日 07：15抵达悉尼。回程为每周一、周三，航班号
HU448，悉尼起飞时间为09：15，15：55抵达海口。（以
上时间均为当地时间）

海口⇌悉尼直达航线开通
系海南首条直飞大洋洲航线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符晓虹 翁小芳）记者今
天上午从省气象台了解到，1月28日
夜间起，受强冷空气影响，海南自北向
南出现了强降温天气，并伴有小雨，预
计此次冷空气过程将持续到 2月 6
日。省气象局于1月30日05时06分
发布寒冷四级预警。

陆地方面，1月31日-2月2日，
预计全岛大部分地区为低温阴雨天
气，昼夜温差较小；3日-6日，全岛转
为晴冷天气，昼夜温差加大。过程最
低气温五指山以北地区为6-10℃，五
指山以南地区10-13℃，其中4日-6
日中部山区局地可降至3-5℃。

海洋方面，预计1月30日，北部
湾海面，海南岛四周海面，西沙、中沙
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6级、阵
风7级；31日-2月6日，北部湾海面，海
南岛四周海面，西沙和中沙群岛附近海
面风力6-7级、阵风8级，南沙群岛附近
海面风力5-6级、阵风7级。

省气象部门提醒，本次低温天气
过程持续时间长，最低气温低，相关部
门要继续做好御寒工作。对冬季瓜菜
和热带果树等作物进一步加强增温措
施及病虫害防治，以减少灾害损失。

（相关报道见A07版）

强降温过程将持续到2月6日

4日至6日
全省最低气温3℃

省两会期间，我省将纪律挺在前面，代表委员到会率
高了，审议讨论的时间更多了——

风清气正开好会
(A02版)

年
我与海南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大型主题活动

联合主办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复星集团

台商林文定扎根澄迈16年，为促进
琼岛农业发展和琼台交流尽心竭力，年过
花甲的他即将返乡

海南，我们永不说再见
(A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