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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海南省委决定
张军同志

任三沙市委书记
中共海南省委日前决定：张军同志任中共

三沙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本报海口2月10日讯（记者李
磊 彭青林）今天上午，省六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次会议在海口召开。会议
为期半天，审议并表决通过一批任职
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
赐贵出席并讲话。

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
俊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西
庆、康耀红、林北川、陆志远、关进平，
秘书长屈建民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应出席常委会组成人
员 58 人，实到 58 人，符合法定人
数。

会议听取了关于提请任命倪强
等26人职务的议案以及提名人选说

明。常委会组成人员认真履行宪法
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对关于提请审议
任命倪强等26人职务的议案进行了
认真审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任命倪强等26
人职务的议案。

刘赐贵为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
书，被任命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刘
赐贵监督宣誓。

刘赐贵代表省委和省人大常委
会，对被任命的 26 名同志表示祝
贺。他指出，不久前闭幕的省六届人
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省政
府领导班子，今天人大常委会会议又
表决任命了省政府组成部门的主要

负责同志，标志着省政府换届工作全
面完成，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接。希望
同志们牢记宪法宣誓中的庄严承诺，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恪尽职守、勤
政为民、廉洁奉公，以凝心聚力、奋力
拼搏的新作为，坚定不移加快建设美
好新海南，开创海南新一轮改革开放
新局面。

刘赐贵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
对新任命同志提出五点要求。一是
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强化

“四个意识”，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
始终坚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
苦干的特区精神，不断解放思想、锐

意进取、创新实干。三是始终加强学
习，提高本领，自觉接受监督，不断提
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和能力。四是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
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五是始终坚持清正廉洁、克己奉
公，营造积极向上、干事创业、风清气
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刘赐贵强调，被任命的同志要珍
惜人民赋予的权力，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第七
次党代会精神，履职尽责、拼搏进取、
勇开新局，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打造更具

说服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
例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不辜负党和人
民的重托。

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
长毛超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陈凤
超，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路志强，省
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刘登山，省人大法
制委员会和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省
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负
责同志，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列席会
议。

常委会召开前，省六届人大常委
会主任会议召开第二次会议，研究了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有关
事宜。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刘赐贵出席并讲话

本报海口2月10日讯（记者彭青
林 李磊）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与新任的26位
省政府组成人员集体谈话时要求，要
在各自岗位上认真履职尽责，担当实
干，创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事业，成
为得到党和人民认可的干部，为加快
建设美好新海南作出新的贡献。

刘赐贵指出，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

导思想，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今天任命的26位同志，是党的
十九大后海南新任命的第一批省政府
组成部门正职干部，大家要充分认识
到我们肩负的任务艰巨、使命光荣、责
任重大。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
年，也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在新时代承担新职务，一定要有新思
考、新作为，用新的拼搏精神、新的努
力和实践，扛起历史赋予的使命担当。

刘赐贵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增强“四个意识”，忠诚于习近平总
书记这个全党的核心，忠诚于党中央，
始终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习总书记在
党中央、在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认真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各项决
策部署，把省第七次党代会和省委七
届二次、三次全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刘赐贵要求，要守住廉洁自律的
底线，讲政治、讲规矩、讲纪律，干干

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保持海南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敢于创新、
勇于担当、振奋精神，履行好抓班子
带队伍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党风廉
政建设，提升部门业务能力，做想干
事、能干事、干成事的领导干部。要
不断加强学习、提升本领，做到敢抓
敢管、善抓善管、统筹协调、知人善
任，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不搞“一言
堂”，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早抓小
抓细，让事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真

正得到党和人民的认可。
刘赐贵强调，进入一季度，各部

门要高度重视经济工作，力争实现
2018年“开门红”。年关将至，要切
实关心困难群体基本生活，做好慰问
和保障工作；要加强安全生产和旅游
市场监管，提高服务质量，满足市场
供应，确保社会安全稳定，让市民游
客过上温馨祥和的春节。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察
委员会主任蓝佛安出席会议。

刘赐贵与26位省政府组成人员集体谈话时指出

创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事业 做党和人民认可的干部

本报三亚2月10日电（记者尤
梦瑜 林诗婷 实习生李家鑫）今天
晚上，央视狗年春晚海南分会场进
行第二次带妆全要素联排，除节目
表演部分，“海陆空”三维设置的表
演元素也全部到位。记者从现场看
到，经过9日晚的首次全要素联排，
10日晚的演出更加流畅，各环节配
合紧密，导演组对重点细节部分进
行了更加精细化的打磨提升。海南
方面的演员以及保障力量全力投

入，从台前到幕后认真备战。
为了保证最佳呈现效果，两次

联排均模拟除夕当晚的环境情况。
两日来，我省近千名演员在白天抓
紧排练，晚上8点准时开始联排。

记者今天在舞台区域见到了正
在排练舞蹈节目的海南中学舞蹈团
小演员。虽然只是常规性排练，但学
生们在艳阳下，依旧按照节目编导的
口令，将每一个动作做到精准到位，
步伐姿势、走台站位一丝不苟。

在此次海南分会场演出中，海南
本地演员担纲主要的舞蹈表演。其
中，校园艺术团是本地演员队伍中的
重要组成。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副处
长林洪珊介绍，此次参加分会场演出
的在校学生有400余名，涵盖了高
校、中职、中小学等各类院校。

“海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这次
有40多名学生参加演出，大家非常
珍惜这难得的机会。为了能让全国
观众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美丽海

南，大家保持连轴转的状态没有一
丝懈怠，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海
南最美的一面展示在春晚舞台上。”
海南师范大学领队老师张煊说。

三亚近两日来昼夜温差大，白
天排练时演员们大汗淋漓，晚上联
排时则需忍受瑟瑟冷风。记者看
到，为了让演员们保持最佳状态，各
校及分会场保障工作指挥部为演员
们及时准备了棉服、姜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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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狗年春晚海南分会场第二次带妆全要素联排
海南演员及保障力量全力投入

去年38个外资项目
签约落户海南
今年我省将在美、德设驻境外商务代表处

本报海口2月10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陆豫
山）记者今天从省商务厅获悉，2017年，我省加大境外
招商力度，全年共签约外资项目38个，协议投资额
371.2亿元。2018年我省将继续扩大经贸活动“朋友
圈”，努力推动“引资”“引智”“引技”齐头并进，将在美
国、德国设立海南驻境外商务代表处。

据了解，2017年，海南坚持“引进来”“走出去”齐
步推进，出台了《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的实
施意见》，激发外商投资活力，加快推进自贸试验区改
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不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30项试点经验已复制推广25项等。

2017年，我省加大境外招商力度，积极发挥香港
以及新加坡商务代表处作用，成功举办2017海南-香
港综合招商推介会、中国（海南）-新加坡经贸合作推
介会等经贸活动，全年共签约外资项目38个，协议投
资额371.2亿元，Hello Kitty（凯蒂猫）主题公园等外
资项目在我省落地。

2018年，我省将充分利用外交部海南全球推介活
动、海南综合招商活动、海博会、世界潮商大会等平台，
扩大经贸活动“朋友圈”，以东南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
为重点，积极开展外商投资推介和经贸交流。

与此同时，我省将在美国、德国设立海南驻境外商
务代表处，继续创建更具活力的外资招商机制，深化外
商投资领域“放管服”改革，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洋
浦经济开发区和老城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提升园区
吸收外资能力。

海南日报客户端 海南日报官方微信 南海网官方微信

读懂海南 看我们的

三亚再推出
3条国际邮轮线路

本报三亚2月 10日电（记者林诗婷 实习生李
家鑫）记者今天从三亚市旅游委获悉，为进一步推
动邮轮旅游产业加快发展，继“三亚-菲律宾”国际
邮轮航线启动后，该市于日前再推出3条前往越南
的国际邮轮线路产品，并全面启动营销推介活动，
丰富旅游产品供给。

据悉，三亚正着力推广“带着护照去三亚”的旅游
度假新理念，积极开拓邮轮旅游产业和发展邮轮母港
经济，不断丰富旅游新业态，加快建设世界级滨海旅游
城市。此次，三亚推出了3条精品路线，包括3天岘港
之旅、5天岘港-芽庄之旅，以及6天芽庄-胡志明市之
旅，由“中华泰山号”邮轮执行航行。同时，航线推出了

“一价全包”的创新形式，从出行签证、饮食娱乐，到岸
上观光，为旅客带来更省心便捷、经济实惠的国际邮轮
度假体验。

此次新推出的“三亚—越南”国际邮轮航线将运营
至3月20日。

本报海口 2月 10日讯（记者郭
萃 实习生洪雨）记者从海口市菜篮
子产业集团获悉，为保证海口春节蔬
菜市场供应，该集团直营社区菜店、
临时直销点等末端网点春节期间仍
保持运营。

据介绍，春节期间，菜篮子集团还
将采取线上+线下互联销售的模式，
除了末端网点到店购物外，市民还可
通过美团外卖、淘宝网店等已开通的
线上销售渠道，在外卖中搜索“菜篮
子”信息，在网上下单购买蔬菜产
品，享受配送到家的服务。

菜篮子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春
节期间将采购、供应不低于30个品种
的蔬菜，其中包括水芹、甜菜、小葱、蒜
苗等蔬菜。

海口平价菜
春节仍开放销售
网上下单买菜可配送到家

2月10日，央视狗年春晚海南分会场第二次带妆全要素联排，演员们以最佳的状态进行排练。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2月15日
（除夕）6：30—16：00
2月16日—18日
（大年初一至初三）

9：00-11：00和 16：00—18：00
2月19日
（大年初四）起,旗下加盟

合作网点逐步开始正常运营

2月15日（除夕）9：00-14：00
2月16日（大年初一）至2月21日

（大年初六）9：00-22：00
2月22日（大年初七）陆续开始

恢复正常

平价菜销售网点
春节期间营业时间

美团配送时间

制图/陈海冰

本报海口2月10日讯（记者原
中倩）用爱心迎繁花似锦，用丰收贺
新春如意。由省委宣传部、省扶贫
办主办的“2018脱贫致富新春爱心
集市”今天上午在海口喜盈门广场
隆重开幕。来自全省18个市县的
200多种扶贫优质农副产品受到了
市民的青睐。

活动由海口市委宣传部、省农村
信用联合社协办，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承办，以“线下售卖”和“线上直播”两
种形式，集合更多的社会力量，拓宽

海南优质农副产品销售渠道，激发贫
困户发展产业的积极性。

本次活动共有来自全省18个市
县89家合作社或个人代表、200多种
优质农副产品参展。据初步统计，企
业订购、现场预售和现场销售额近百
万元，其中陵水、澄迈、东方以及海口
等市县的参展产品受到广大爱心市
民的欢迎，销量喜人。

记者在现场看到，爱心集市分布
着各市县的展位，每个展位都整齐摆
放了各种扶贫优质农副产品，产品前

面设置了展销信息牌，清楚地标明了
展位售卖的产品种类、价格及产地等
信息，确保市民买得称心、买得放
心。现场的销售场面十分火爆，这些
物美质优的扶贫农副产品深受爱心
市民们的喜爱，许多产品供不应求。

当晚活动现场还举办了爱心集
市晚会及电视直播。晚会上，来自全
省各市县的驻村第一书记代表、贫困
户代表轮番上台，通过走秀、诗歌朗
诵、歌舞表演等方式，下转A03版▶

（相关报道见A02版）

脱贫致富新春爱心集市在海口举办
全省18个市县扶贫优质农副产品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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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道女子接力
中国队进决赛

海口今年力争新增
保障房人才房5000套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