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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况
昌勋）今天上午，七届省政府第一次
全体（扩大）会议在海口召开。会议
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在省委的领导下，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和省第七次党代会
精神，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加快建设
美好新海南，切实履行好本届政府
的职责。省长沈晓明讲话。

新一届省政府开局之际，沈晓
明的讲话没有就事论事过多地讲具
体工作，而是主要阐述他对本届政
府工作的一些宏观思考和理性认
识。首先是“四个怎么看”。一是怎
么看海南。要全面正确客观地认识
海南，既要学会纵向看，珍惜成绩、

坚定信心，也要学会横向看，看到差
距，增强紧迫感；既要从海南看全
国，增强大局观，也要从全国看海
南，避免固步自封、坐岛观天；既要看
事物发展的轨迹，也要看事物的规
律，认识到改革开放是发展海南的关
键一招、体制机制创新是海南发展的
源头活水、生态环境保护是海南不变
的责任；既要看表象，也要看本质；既
要学会用“放大镜”，聚焦细节，落细
落小抓好每一项工作，也要学会用

“望远镜”，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预
判和防范风险。二是怎么看政绩。
要把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保护好生
态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把
土地等宝贵资源留给后人等4个方
面的政绩牢牢抓在手上，本届政府

“可以不留下一个标志性工程，也要
为子孙后代留下他们建设标志性工
程的地方”。三是怎么看海南的生
态环境。保护好海南的生态环境既
是硬任务，也是为子孙后代保护好

“金饭碗”，要落实好“四个最严”，不
断优化体制机制，动员发动广泛的
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环保。四是怎么
看海南的产业发展。海南欠发达主
要是产业欠发达，要精准定位、注重
质量、优化配套环境、超前规划，建
设一个符合海南实际、具有海南特
色的现代产业体系，要以壮士断腕
的决心减少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

围绕怎样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沈晓明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学习本领、执行力、团结协作水

平和全面从严治党水平，努力提高
施政能力和服务水平。

沈晓明还对节日工作进行部
署，强调要确保社会安全稳定和旅
游市场健康有序。

会议还书面通报了《政府工作
报告2018年重点工作任务分解》。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
主持会议。副省长王路、刘平治、刘
星泰、彭金辉、范华平、苻彩香，省政协
副主席、省科技厅厅长史贻云，省政府
秘书长倪强，以及刚刚任命的省政府
25个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出席会
议。省政府直属机构和事业单位、各
市县政府和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部分垂直双管单位、有关金融机构、部
分企业和有关媒体负责人列席会议。

七届省政府召开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

深刻阐述本届政府工作的政治要求和理念思路
沈晓明讲话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彭
青林）新春佳节将至，今天上午，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看望
了阮崇武、汪啸风、陈玉益、王广宪等
老同志，向他们以及全省离退休老干
部老同志送上新春问候和节日祝福，
衷心祝愿老同志们新春愉快、健康长
寿。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省政
协主席毛万春一同看望。

每到一位老同志家中，刘赐贵都
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感
谢他们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的贡献，
认真听取老同志对建设美好新海南
的意见建议。希望老同志们一如既
往关心支持省委、省政府各项工作，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

共同把海南各项事业发展好，加快建
设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
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刘赐贵还叮嘱
有关部门，用心用情做好老干部工作，
把党的温暖送到每位老同志心坎上。

老同志们对省委、省政府深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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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成
效表示充分肯定，对海南当前良好的

政治生态由衷赞许，认为省委、省政
府领导班子团结有力、思路清晰，全
省上下政治清明，不久前又圆满完成
了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
换届，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
治保障。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丰
硕成果，特别是过去一年，胜利召开
了省第七次党代会，确立了加快建设
美好新海南的奋斗目标，深入开展了

大研讨大行动，在新的历史节点为新
一轮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思想基
础。当前，海南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发
展形势，全省上下心齐气顺、社会和
谐稳定。老同志们表示将继续发挥
余热，积极支持省委、省政府的工作，
为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作出新贡献。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瑞连，
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参加看望。

刘赐贵看望离退休老同志
并向全省老干部老同志祝贺新春

沈晓明毛万春参加

本报三亚2月11日电（记者尤
梦瑜 林诗婷）在完成了2月9日、
10日两晚的带妆全要素联排后，11
日，央视狗年春晚海南分会场的演
员们继续加紧排练，精益求精。与
此同时，海南分会场约35分钟长的
春节特别节目文艺演出也在紧张排
练和录制中。

据悉，为了充分展示四大分会
场的特色，除了出现在央视狗年春
晚除夕夜的直播中，四大分会场还
将借各自春晚舞台录制一定时长的
文艺演出，作为春节特别节目于农
历新年间在央视三套播出。海南分
会场的这场文艺演出约35分钟，由
省歌舞团及其附属芭蕾舞蹈学校、
海南中学舞蹈团等本地艺术院团完
成创排与演出。

“除夕夜直播的央视狗年春晚分
配给海南分会场的时间和内容有限，
我们想尽可能全面地来表达每个分
会场的特色、光彩， 下转A03版▶

央视春晚四大分会场录制春节特别节目

海南分会场以本土特色描绘美好新海南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周晓
梦 通讯员孙秀英）记者今天从省生
态环境保护厅获悉，今年我省将全面
落实国家即将部署的打赢蓝天保卫
战三年作战计划，针对大气污染防治
新要求新标准以及空气主要污染物
的变化，研究制定我省新的三年行动
计划，2018年将以最严格的标准推
进燃煤和机动车污染治理、严格限制
省外机动车迁入等措施。

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是一项
系统工作，对此，我省计划今年全面
启动城市建成区35蒸吨及以下燃煤

锅炉淘汰；在7月底全面完成淘汰黄
标车任务，出台实施全省高排放老旧
车淘汰实施方案；整治柴油货车超标
排放行为，推行中重型柴油车颗粒物
捕集器加装工作。并计划从今年7
月1日起全面供应国VI车用汽油、
柴油，9月前进口、销售和注册登记
汽车实施国家第六阶段机动车排放
标准。针对城市扬尘污染等顽疾问
题，我省将落实施工现场围蔽、砂土
覆盖、路面硬化、洒水压尘、车辆冲
净、场地绿化“六个100%”防尘措施，
推行雾炮、雾喷等抑尘措施和道路机

械化清扫作业方式，启动城市建成区
施工工地安装扬尘自动雾喷系统以
及扬尘视频监控设备，加强挥发性有
机物污染控制。

此外，我省还将推进家具制造、
包装印刷、医药、农药、汽车制造修理
等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废气综合治
理；强化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油气
回收环境监管；加强油漆、涂料、农药
的管控，全省禁止销售、使用高毒高残
留农药和非环保乳油型农药；推进重
点区域和时段空气污染防治；开展船
舶及码头污染防治，发展绿色航运。

我省今年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严格限制省外机动车迁入

本报三亚2月11日电（记者徐慧
玲 孙婧）不出岛便能领略多国文化，
这一愿景在三亚逐步变为现实。记者
今天从三亚市工商联（总商会）获悉，
三亚首家澜湄六国文化旅游综合体
——三亚澜湄文化城日前正式开门迎
客，三亚澜湄文化城集观光、购物、餐
饮、演艺、赛事等多种体验于一体，进
一步丰富三亚旅游产品供给。

据了解，三亚澜湄文化城占地面
积约5万平方米，共有5层建筑，由泰
国馆、缅甸馆、东南亚美食街与文化演
艺中心等组成，体现了缅甸、老挝、泰
国、柬埔寨和越南等澜湄国家的特色
文化。其中，缅甸馆主营翡翠、玉石等
产品；东南亚国际美食街，则集中了东
南亚、俄罗斯和国内各地美食，展现国
内外丰富的饮食文化。此外，三亚澜
湄文化城还将引进演艺和赛事活动，
展示俄罗斯喜剧、歌舞表演、泰拳竞技
的异域魅力。

三亚市工商联（总商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澜湄文化城是集跨境贸易、文
化交流活动、旅游交流推广、美食文化
等为一体的平台，预计年接待游客可
达180万人次，将助力澜湄国家的文
化和旅游资源在三亚绽放光彩。

春晚海南分会场设在三亚国际邮轮港，融合声光电等技术手段展示海南现代化国际化形象。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展现澜湄国家文化
提供丰富旅游体验

三亚澜湄文化城
开门迎客

2月10日，游客在三亚澜湄文化
城参观游览。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我省加强春节期间
市场价格调控监管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原中倩 通讯员任笑
冬）春节将至，省物价局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
委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高度重视春节期间市
场价格调控监管工作，精心组织价格调控，保持重要
商品市场和价格稳定，加强重点领域市场价格监管，
营造良好节日价格环境。

春节临近，节日消费需求会集中释放，加上冬日低
温天气可能引发市场价格特别是“菜篮子”产品价格容易
出现较大波动、价格违法行为可能增多，影响城乡居民特
别是低收入群体节日生活。省物价局要求全省各级价格
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未雨绸缪，切实做好节日期间市场
价格调控监管工作。要围绕节日消费集中的民生价格领
域，精心组织市场价格调控，保持重要商品市场价格总体
稳定；要密切关注市场价格变化，加强形势分析预警；加
大价格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行为，防范价格矛盾
纠纷，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况予以公示。
公示期限：2018年2月12日至23日，共5个

工作日
联系电话：（0898）12380，65378954（传真）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

广场1号楼308室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
570203）

举报网址：http：//12380.hainan.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18年2月11日

（拟任干部人选情况见A02版）

海南省拟任干部人选
公告

春运11天环岛高铁累计发送旅客
破百万人次

海南迎来节前客流高峰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王丹

惠）2月11日，2018年春运已经进入到第11天，记者
从海南铁路有限公司了解到，春运以来，海南环岛高铁
客流量持续增长，今天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前11天
累计发送旅客106.3万人次，迎来节前客流高峰。

据了解，从2月9日起，海南环岛高铁旅客单日发
送量就已突破十万人次。为方便旅客快速进站乘车，
海南铁路公司已在环岛高铁海口、海口东、三亚、文昌、
琼海、万宁、陵水7个火车站共安装23台自助实名制
核验闸机，并招募到返乡大学生志愿者220名，分别在
三亚站、东方站、海口东站、海口站的售票厅、实名制验
证口等关键岗位做好旅客服务工作，为旅客安全出行
保驾护航。

海南日报客户端 海南日报官方微信 南海网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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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今年计划新增
学位3200个以上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计思
佳 梁君穷）记者今天从海口市相关部
门获悉，海口市今年将继续坚持优先
发展教育的原则，安排教育支出36.4
亿元，计划新增学位3200个以上。

今年，海口将加大普惠性幼儿
园资助力度，全面实施“一校两园”
建设计划，4个区至少各新建1所公
办中小学及2所公办幼儿园。继续
加大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力度，建成
北大附中附小、人大附中等海口分
校，新增学位3200个以上。抓实“好
校长好老师”和乡村教师等培养和引
进工程，大力推广强弱学校捆绑、教
育联盟等均衡办学模式，有计划选派
优秀校长、优秀教师到薄弱学校、乡
村支教。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况
昌勋）今天下午，省政府与农业部举
行座谈会研究南繁工作。省长沈晓
明，农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余欣
荣出席并讲话。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
委书记刘赐贵欢迎余欣荣一行的到
来。沈晓明指出，南繁育种事关我
国种业安全和粮食安全，海南一直

以来且今后也会长期履行好服务国
家战略的责任担当。在农业部的领
导下，南繁事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
绩，但也存在农民积极性不太高、南
繁研究队伍缺乏整合、没有形成产
业、国际影响力小等一些问题。针
对存在的问题，沈晓明提出了以产
业化、市场化、专业化、集约化、国际
化等“五化”为总目标的发展思路，

建议加快推动规划修编、产业培育、
市场在南繁资源配置当中起主导作
用、南繁科技城建设、种业创新资源
集聚和南繁育种国际化。

余欣荣表示，南繁对发展民族种
业、建设种业强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用“五化”要求建设好国家南繁基
地，符合南繁发展方向。农业部支持海
南省以“五化”改革为主攻方向，深入推

进南繁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并在国家
南繁工作领导小组及协调组框架内积
极研究推动。一是共同推动南繁规划
落实，打牢南繁科技城建设基础；二是
配合做好南繁科技城规划编制；三是
提供最有力的科研支持；四是共同做
好新一轮南繁建设谋划和政策争取。

副省长刘平治、省政府秘书长
倪强参加会议。

省政府与农业部举行座谈会研究南繁工作
沈晓明余欣荣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