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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任命：
倪强为海南省人民政府秘书长；
符宣朝为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主任；
丁式江为海南省规划委员会主

任；
孙颖为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主任；
许云为海南省农业厅厅长；
王静为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厅长；
王惠平为海南省财政厅厅长；
何琳为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厅长；
曹献坤为海南省教育厅厅长；
林光强为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

体育厅厅长；
韩英伟为海南省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主任；
范华平为海南省公安厅厅长；

郑学海为海南省司法厅厅长；
苗延红为海南省民政厅厅长；
吉明江为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

委员会主任；
巴特尔为海南省国土资源厅厅长；
霍巨燃为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厅长；
林东为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吕勇为海南省商务厅厅长；
史贻云为海南省科学技术厅厅

长；
王利生为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

厅长；
刘劲松为海南省审计厅厅长；
王胜为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

主任；
王强为海南省水务厅厅长；
夏斐为海南省林业厅厅长；
邓小刚为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

厅厅长。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职名单
（2018年2月10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本报海口2月10日讯（记者李
磊 通讯员詹君峰）近期，我省一批新
任领导干部即将走上重要领导岗
位。今天上午，省委在海口举行新任
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会，对26名
新任领导干部进行集体廉政谈话，早
预防，早提醒，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察

委员会主任蓝佛安参加会议并对新
任领导干部进行谈话，省纪委、省委
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新任领导干部要旗帜
鲜明讲政治，带头维护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带
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带头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
策部署，始终做到政治过硬、立场坚

定；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切
实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党的
领导体现到工作的各个方面，加强
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
关进制度的笼子，最大限度减少权
力寻租的空间，并带头转作风树新
风，勇于担当作为，夯实党执政的政
治基础和群众基础；要守纪律讲规
矩，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坚守

理想信念，自觉筑牢拒腐防变的思
想道德堤坝，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
象，强化廉洁自律意识，自觉接受组
织和人民的监督，始终做到谨慎用
权、清正廉洁，以更优异的成绩回报
组织和群众的信任。

会上，新任领导干部代表进行了
表态发言。

我省对新任领导干部进行集体廉政谈话
早预防早提醒，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关注新春文体活动

关注市县两会

本报海口2月10日讯 （记者计思佳 梁君
穷）记者从今天上午召开的海口市第十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了解到，今年该市将加大
保障性住房建设与管理力度，力争新增保障性住
房和人才房配租配售5000套以上。

据了解，2017年海口拨付4.9亿元，用于红城
湖片区、新琼片区等棚户区改造项目；拨付7432
万元用于政府组织实施的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拨
付450万元，用于城镇低收入住房保障家庭发放
租赁补贴。

今年，海口将继续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建立
货币补贴、租购并举的住房保障制度。此外，为吸
引更多企业和优秀人才，海口将围绕重点产业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高层次人才、紧缺人才引进
计划，开通高校青年引才直通车。在企业和人员
落户、人才激励、住房保障等方面出台相关政策。

海口今年力争新增
保障房人才房5000套以上

本报三亚2月10日电（记者孙婧）记者从日
前召开的三亚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上获悉，三亚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2018年的
重点工作。今年三亚要实现119人脱贫退出，新启
动31个美丽乡村建设，打造“三亚豇豆”品牌，争取
新建5家共享农庄试点，并用好农民闲置房发展特
色民宿，当好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排头兵。

三亚市今年“十镇百村”工程建设将与产业发
展、全域旅游、脱贫增收、生态文明建设等工作协
同发力。其中，将积极推进亚龙湾玫瑰风情小
镇、海棠湾潜水及水上运动特色小镇、青田中医
康养·金融小镇、文化艺术小镇、光伏小镇等项
目，并结合演艺、电商、时装等业态发展，谋划新的
特色小镇项目。在美丽乡村方面，除扎实推进博
后、大茅、南山、藤海、抱前、文门、西岛渔村等美丽
乡村示范村建设外，今年还将启动31个自然村的
美丽乡村建设，并强化对育才、高峰等地区发展的
引导和支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今年三亚将加快崖州果蔬综合批发市场二期
等项目建设，大力发展“互联网+农业”，创新开展

“以销定产”的订单式生产，并打造“三亚豇豆”等
新品牌。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三亚争取今年
新建5家共享农庄试点。该市今年要逐步取缔沿
岸海水养殖，并建设一支骨干捕捞船队，压缩近海
捕捞，发展外海捕捞。

在精准脱贫方面，三亚今年要完成现有的28
户贫困户共119人脱贫退出，并对2014年以来脱
贫退出的2241户9951人进行分类巩固；与此同
时，加强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在脱贫基础
上，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今年三亚将加强“农
旅融合”，探索用好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
策，通过发展特色民宿等方式，增加农民财产性收
入；同时加强监管，严禁在农村变相搞房地产开
发，严禁城市居民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建房。

多措并举振兴乡村经济

三亚今年新启动
31个美丽乡村建设

本报海口2月10日讯（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符桃心）走近传统文
化，感受书法艺术带来的浓浓年
味。今天上午，省书协的书法家们
在省图书馆开展“迎新春、写春联、
送春联”公益活动，为广大读者送去
新年祝福。

活动现场，来自省书协的多位书

法家泼墨挥毫，创作出一副又一副年
味浓、寓意好、充满正能量的春联。内
容既有对“小家”的祝福，也有对祖国

“大家”前景的美好憧憬。阵阵墨香吸
引了众多读者前来挑选春联，有的人
驻足观赏，有的人捧着选好的春联，为
书法家们的技艺点赞。

省书协副主席苏文殷说：“独乐

乐不如众乐乐。书法艺术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瑰宝，送春联活动不仅
能让大家感受书法的美，也为家家户
户送去新春喜气，这是很有意义的活
动。”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省图书馆
举办的主题为“践行十九大，共筑
书香梦”2018春节文化惠民系列活

动之一。
2月 11日上午，省书协的书法

家将在省图书馆再次开展赠送活
动。2月16日大年初一，省图书馆
将举行“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拓印技
艺”现场教学活动，让读者亲自体验
用雕版拓福字和年画，并可将作品
带回家留念。

省书协开展写春联送春联公益活动

书家挥毫献祝福 浓浓墨香迎新春

本报洋浦2月10日电 （记者邵长春 易宗
平 通讯员麦世晓）洋浦汽车站今天投入试营业，
该站设计日发班次可达200个班次，发送旅客能
力为5000人次/日。

据悉，洋浦汽车站位于洋浦经济开发区中心
地段，是海汽集团投资建设的国家二级客运站，总
规划占地面积22.88亩，总建筑面积5700多平方
米。车站在硬件设施方面，配有智能化调度系统、
信息发布系统以及安防监控系统等，开设了人工
售票、微信售票、自助售票机售票等多种方式，并
引进餐饮、商场等配套服务。

海汽儋州分公司总经理蒲壮雄表示，洋浦汽
车站投入使用后，将以安全标准化建设和服务标
准化建设为主要抓手，在精细化管理和服务上下
功夫，为旅客提供高品质的运输服务，为服务洋浦
经济发展作应有的贡献。

洋浦汽车站试营业
每日可发送旅客5000人次

本报海口2月10日讯（记者卫
小林 通讯员雷志）昨天，海南凤凰新
华书店举办的“迎新春读者联谊朗诵
会”在海口市解放西路新华书店举行，
同步启动了“2018全民读书活动之好
书推荐”活动。

书店员工和读者欢聚一堂，诵读
经典诗篇，表达了对2018年新春的祝
福，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倡导了
文明新风的树立，更传达了对祖国和
家乡的无限眷念之情。

活动现场，海南凤凰新华书店、海
南新闻广播共同启动了“2018全民读书
活动之好书推荐”活动，将每天为广播
听众和书店读者推荐一本好书或新
书，每周播报畅销书榜单，旨在为我省
全民阅读活动增添新的内容。

海口举行迎新春
读者联谊朗诵会

本报永兴岛2月10日电（记者
良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
森 田和新）2月7日至8日，公安部
宣传局、全国公安文联、中国电影电
视报刊协会联合举办了“金盾情”公安
部公安文化基层行赴海南三沙新春慰
问演出。来自各地的公安文艺骨干和

殷秀梅、敬一丹等文艺名人受邀为三
沙市公安民警、驻岛官兵及永兴岛群
众举行了3场慰问演出。

慰问演出以朗诵、歌舞、小品、魔
术等多种形式反映了三沙公安“增
强公安责任担当、做好三沙坚实后
盾”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公安民

警和驻岛官兵“爱国爱岛，乐守天
涯”的奉献精神。慰问队还向三沙
市公安局、三沙公安边防、消防支队
和驻岛部队的功模民警、官兵代表献
花致敬。慰问演出分别在三沙市永
兴社区、三沙公安边防支队和西沙海
军礼堂举行。

自2006年以来，公安部公安文
化基层行文艺小分队共举办了428
场赴基层慰问演出，足迹遍布中原大
地、边疆哨所、雪域高原、城市乡村，
受到了广大民警和人民群众的热情
欢迎，被亲切地称为公安部的“心连
心艺术团”。

公安文化基层行文艺小分队赴三沙慰问演出

本报海口2月10日讯（记者蔡
葩）今天，海口国新书苑宾客盈门，来
自全国各地的嘉宾和书法爱好者300
多人参加了在此举办的“周文彰除夕
书法展”。展览共展出50余幅书法作
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周文彰书法作
品的全貌。在开幕式现场，前来观展

的嘉宾和市民还得到周文彰教授专门
为此次活动准备的除夕书法作品。

2003年以来，周文彰教授利用
业余时间坚持书法学习和书法创作，
特别是在每年春节除夕和出差途中，
从而形成了他的“除夕书法”和“旅途
书法”两个系列。“周文彰除夕书法作

品展”和“周文彰旅途书法作品展”先
后于2010年和2013年在北京举办。

周文彰现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中
国地质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央国家机
关书协副主席，曾任第六届中国书协
理事。他于1989年—2009年在海

南工作，2009年调到国家行政学院
任职。他利用业余时间不仅学书法，
而且坚持写作和思考，准备各种各样
讲稿、学英语、学写格律诗，年年有新
书出版。

据悉，本次书法展将延续到2月
24日。

周文彰除夕书法作品展开幕

本报三亚2月10日电 （记者林
诗婷）稻田插秧、感受花艺、品茶赏
景……今天，在千亩花海绿稻之间，
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2018年
首批“海棠稻乡共享农庄”庄主签约
仪式正式举行。首批20名庄主带着
家人来到稻田之中，通过参与一系
列特色农庄活动，感受自然与生态
的魅力。

签约仪式在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
家公园村人易物禅意苑举行，20名签
约庄主可免费入园，体验瓜果采摘、农
事等活动，尽享琼岛田园之乐。活动
现场还进行了亲子农事活动、田园主
题花艺沙龙、茶艺表演品鉴、恐龙观光
等多项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
加。

据悉，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
园原生态资源丰富，一期规划3800
亩，总投资23亿元人民币，是三亚目
前最大的农旅融合休闲景区。“海棠稻
乡共享农庄”作为园区精品亮点之一，
以“共建一座农庄，共享一园丰盛”为
理念，打造休闲观光、农事体验、科普
教育、亲子互动、主题沙龙、大型演艺
等内容，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东篱之
下花果香，五彩田园身后藏”的梦想庄
园，推动“农业+旅游”进一步升级。

三亚水稻国家公园
打造共享农庄
20名庄主正式签约

本报嘉积2月10日电（记者丁
平 通讯员林精 李丽莎）2月8日，琼
海市广播电视台举办第二届网络春
晚，晚会分为“产业强”“城乡美”“百姓
富”“社会和”四个篇章展开。晚会结
束时，网络直播累计观看人数达到1.9
万人次。

此次网络直播通过架设多角度机
位、高清拍摄、增强直播标志等方式，直播
延迟控制在3秒以内，向观众提供了更加
清晰、流畅和身临其境的观看体验。琼
海市民宋明兰看后感慨：“晚会非常热
烈，接地气！感受到了过年的气氛！”

琼海网络春晚
吸引近2万人次观看

本报海口2月10日讯（记者欧英才）今天上
午，省重点项目、海垦控股集团首个商业地产项目
海垦广场正式试营业，填补了海口海秀中路金垦
片区一站式购物体验商业空白。

海垦广场坐落于海秀中路北侧，面朝金牛岭
片区，左右毗邻国贸世贸商圈，由“双写字楼+商
业中心”构成，建筑面积21.94万平方米。

据介绍，海垦广场定位为“快时尚、慢生活、深
体验”的主题购物中心，星美国际影城、客润佳超
市、彩虹盒子儿童剧场、实弹射击俱乐部、大型健身
会馆等六大主力店领航，涵盖零售旗舰、主题餐厅、
儿童乐园、休闲娱乐、体验式街区等多重主题业态。

记者在现场看到，海南农垦商贸物流集团旗
下的海垦优品旗舰店里排起了长队，这里集中销
售海南农垦特色产品、省外兄弟垦区的优质农产
品，引得许多市民争相购买。

此次试营业期间，海垦广场餐饮全场5折起，
长桌盛宴上百个菜品免费吃；计价类黄金最高每
克减50元；客润佳超市购物满额30000个红包不
停送；同时，2000份脐橙、传统工艺糖画免费送。
这里还将举行钢琴演奏会、油画拍卖会等。

省重点项目
海垦广场试营业
为海垦控股集团首个商业地产项目

■ 本报记者 原中倩

一份耕耘一分收获，这个新年，和
贫困户一起见证耕耘成果、共贺美好
新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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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家合作社
或个人代表的200多种扶贫优质农副
产品大受青睐。农户们的丰收喜悦和
爱心企业、爱心市民的踊跃购买让现
场气氛十分热烈，参展的农户、驻村第
一书记以及电商企业代表纷纷感慨：
这个爱心集市办得好！

“没想到，开展不到半个小时，现
场就卖了 200 多个鸡蛋和 10 多只
鸡。客户还现场下了订单，要买5000
个土鸡蛋和几百只鸡！”海口市永兴镇
永德村村民黄忠海看到自家产品在爱
心集市上这么受欢迎，不禁喜笑颜
开。他告诉记者，去年自己和村里4
户贫困户一起成立了养鸡合作社，政
府通过扶贫资金免费提供了600多只
鸡苗。借助于火山地区的特殊地理环
境，合作社出产的鸡和鸡蛋味道鲜美，
受到了许多市民的喜爱，市场销路十

分喜人，因此5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他说：“今年准备扩大养殖规模，要把
全村带动起来一起养鸡致富。”

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巧牙村村
民丘福康带着红心橙参加了今天的爱
心集市。在他的展台前，不少市民围
着品尝并纷纷点赞：“这个橙子真的太
甜太好吃了！”他告诉记者，得益于白
沙的优质自然环境，他们的红心橙种
植基地一直坚持按照无公害和绿色食
品标准生产，得到了客户的认可。目
前合作社带动了全村50多户农民一
起种植，每亩年效益高达五六万元，产
品销往国内多个省区市以及港澳地
区。“这次参加爱心集市，一是来开拓
眼界，二是希望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
红心橙品牌，我们白沙红心橙真的很
不错！”丘福康笑呵呵地说，接着又把
切好的橙子又递到了参展市民的手
里，“你们尽管来尝尝！”

海口永兴电商扶贫中心负责人万
龙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已帮助永兴镇
134户贫困户和东山、西秀、长流几个
乡镇的294户农户开设了网店，在网
上销售他们的农产品，去年线上销售
总额达到了2000万元。永兴镇每个
周六都举办扶贫爱心集市，还开辟了

旅游线路，名气越来越大。下一步，要
把永兴镇的成功经验向全省推广开
来，让海南的扶贫优质产品销路更广。

“这次参加爱心集市，我们带来了
最有特色的儋州红鱼，还有地瓜、九品
莲花等扶贫农特产品，很受市民的欢
迎。由此可见，好的农产品，不仅需要
精心培育，更需要好的推介及销售平
台和渠道。”儋州市海头镇红洋村驻村

第一书记林家川感慨地说。
他告诉记者，目前农村出产的农

产品最需要良好的电商销售平台。此
外，物流成本偏高也是让人头痛的问
题。比如，100斤优质地瓜发到广东
的物流费用比地瓜的地头价还要高，
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产品打开销
路。如何整合资源、降低物流成本，是
他下一步准备着力解决的问题。

五指山市水满乡毛脑村第一书
记秦存平告诉记者，他们带来了两头
五脚猪，不到半个小时就销售一空，
60斤猪肉卖了2000多元，这让同行
的农户们振奋不已。他说：“之前我
们是带着、推着贫困户往前走，下一
步我们要提高他们的自生能力，要让
他们学会自己与市场对接，自己大步
往前走。” （本报海口2月10日讯）

让千家万户分享贫困户的丰收喜悦
——2018脱贫致富新春爱心集市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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