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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省委六届八次全体
（扩大）会议召开
李军出席并讲话

本报海口3月23日讯（记者金昌波）今天下午，共
青团海南省委六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在海口召开，
省委副书记李军出席并讲话。

会议总结了团省委过去一年的工作，对2018年工
作进行了部署，审议通过了《关于团省委委员卸职确认
案》，表彰了2017年度海南共青团重点工作先进集
体。有关基层团组织进行了工作经验交流。

李军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全省各级团组织取得的
工作成绩。他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青年一代有
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青年一
代的殷切希望，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青年工作指明了
方向。各级团组织要紧紧围绕“三有”要求，引导广大
团员青年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自觉把个人梦想与实现中国梦统一起来；精
心设计务实管用的平台载体，积极服务青年创新创业、
成长成才，使青年在实践中增长才干，练就过硬本领；
鼓励广大团员青年充分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
苦干的特区精神，在建设美好新海南的主战场上发挥
生力军、突击队作用。

李军强调，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
征程，共青团必须紧跟步伐，大力推进从严治团。要强
化党的领导意识，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加强团的组织建设，强
化抓基层、打基础、严制度的鲜明导向，不断扩大团组
织覆盖面。要继续深化共青团改革，进一步增强团组
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团省委六届委员会全体委员，海南省团十七届中
央委员、候补委员等参加会议。

本报海口3月23日讯（记者周
元）今天上午，省委书记刘赐贵主持
召开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打好精准脱贫
攻坚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
究部署我省扶贫开发工作。刘赐贵
在会上强调，要结合海南实际，深入
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强
化考核问责，做好长远谋划，以严和
实的作风高质量推进脱贫攻坚。

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省领导
李军、王瑞连、张琦、蓝佛安、肖莺子、
严朝君、何西庆、陆志远、刘平治、李国
梁，省军区副政委郑少波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第22次全体会议精神，以及中
纪委有关领导同志在海南调研督导
时的讲话精神；审议了我省2017年

度市县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
效考核情况报告、2017年度定点扶
贫工作成效考核情况报告等文件，并
总结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2017年工
作，研究部署2018年工作。与会人
员还就进一步做好脱贫攻坚工作提
出意见和建议。

过去一年，全省完成了近20万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117个整村推进
贫困村出列、4个贫困自然村整体搬
迁、5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市县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的目标任务。刘赐贵对去
年全省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表示充分
肯定，同时也强调我们面临的任务依
然艰巨、繁重。

刘赐贵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打
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深刻总结了我们党在脱贫攻坚
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积累的宝贵经

验，深入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困难与挑
战，对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提出明确
要求，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全省各地
各部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紧密结合海南
实际，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切实扛起脱贫攻坚责任。

刘赐贵强调，脱贫攻坚是必须坚
决完成的政治任务，是中央立下的军
令状，要强化考核问责，树导向、严规
矩、压责任。全省各市县各部门要提
高政治站位，正视脱贫攻坚工作暴露
出的问题，以严和实的作风解决问
题，高质量推进脱贫攻坚。要坚持实
事求是，既不能为了资金而夸大，也
不能为了政绩而隐瞒，保证脱贫攻坚
工作的精准度和长效性。海南自然
条件优良、人均土地多，随着国际旅
游岛建设推进，人气会越来越旺，这
都是提高贫困人口收入、实现高质量

脱贫的有利条件。各级党委政府要
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理念，从长远谋
划海南农村产业发展，抓好龙头企业
和农业合作社，做到长、中、短项目结
合，让农民有持久的收益，防止返贫，
实现长远可持续脱贫。

刘赐贵指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将今年确立为脱贫攻坚作风
建设年，中纪委领导日前在海南调
研督导中，也指出了我们存在的一
些问题。各地各部门要结合作风建
设和问题整改，坚决做到“五个绝对
不允许”。

沈晓明强调，要准确把握扶贫工
作新态势，从脱贫攻坚的理念和方法
上做相应的变化。如，针对脱贫攻坚
进程的变化，从过去单纯注重脱贫的
量，向更加注重脱贫的质转变；针对
贫困结构的变化，从以开发式扶贫为
主，向开发式和保障性扶贫并重转

变；针对力量投入的变化，从注重完
成脱贫指标，向更加重视增强贫困群
众获得感转变。

沈晓明说，今年重点要做好七个
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强化组织领导，
加大力度压实市县和乡镇的责任。
二是要对接中央即将出台的脱贫攻
坚三年行动计划，结合海南实际制定
有操作性、具有海南特点的行动计
划，并在做实上下功夫。三是要在提
高精准度、降低返贫率上下功夫，全
力提高脱贫的质量。四是要继续把
扶贫任务较重的市县和深度贫困人
口作为重中之重，分阶段、分批次着
力解决深度贫困的问题。五是要破
除传统的固有思路，创新方式方法，
积极为贫困户增收创造条件。六是
要努力帮助贫困群众实现稳定的就
业。七是要严格防范扶贫领域的风
险点，一项一项扎实推进工作。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要求

强化考核问责 做好长远谋划
以严和实的作风高质量推进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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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椰林3月23日电 (记者李
艳玫 苏庆明 通讯员陈思国)3月19
日中午，伴着“哒哒哒”的挖掘机作
业声，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天堂
村万福村民小组的4栋违建别墅轰
然倒下。

它们是由外来人员偷偷修建的
小产权房，建筑面积2100余平方米，
楼房建好后尚在装修之中。近日相
关部门巡查发现后，立即启动调查
核实等程序，依法依规从严从快给
予拆除。

连日来，陵水整治违法建筑行
动持续推进。3月 11日全省整治
违法建筑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后，陵
水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按照省
委、省政府领导针对陵水违建整治
有关批示精神，县委主要领导密集

召开县委常委会、书记专题会、全
县动员部署会对整治工作进行全
面部署，突出“统”“准”“严”“实”，
以更加严厉的举措有力有序有效
推进整治工作，掀起新一轮违建整
治高潮。

据调查显示，陵水光坡镇香水湾
地区的坡尾村和英州镇清水湾地区
的大坡村、万福村的小产权房建设较
为集中，经营模式主要为外来人口向
村民购买宅基地后建房对外销售。
3月14日起，陵水针对此情况开展
确认排查。

3月16日，光坡镇启动打击违
建工作，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国土局
和公安局等多个有关部门联合出动，
拆除了坡尾村建筑面积约2200平方
米的小产权房。

3月21日，陵水县委主要领导
靠前指挥，光坡镇再次联合多部门，
强制拆除了坡尾村6600平方米的两
处违建。光坡镇党委书记李瑞军说：

“相比以前，当前打击违建有两个特
点，一是快，在依法依规的基础上行
动落实快；二是力量集中，多个职能
部门联手打击。”

在英州镇，调查发现大坡村、天
堂村存在的总建筑面积约5.3万平
方米的违建，目前均已启动执行拆除
或罚没程序。

在拆除行动的同时，陵水强化了
监督执纪问责。在全县动员部署会
上，陵水县委把“混乱局面得不到彻
底扭转”列为相关责任人工作不力、
失职渎职行为之一。这一次整治行
动中，光坡镇坡尾村党总支部书记，

英州镇大坡村党总支书记，英州镇联
防队队长和负责大坡、天堂片区的中
队长均被免职。相关村党组织被通
报批评。

目前陵水正开展新一轮违法建
筑增量摸底排查工作，重点排查违
反省和县总体规划及相关法规、改
变用地性质建设、超控高度和超规
定面积建设、“一户多宅”等四类违
法建筑。连日来，全县所有乡镇均
召开整治违建动员会，部署彻查违
建行为。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有关部署，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打
击小产权房和其他各类违建，健全违
建整治长效机制，保障城乡建设规划
依法有序实施。”陵水县委书记麦正
华说。

依法从严从快打击违法建筑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陵水推进新一轮违建整治工作

三亚国际芒果
产业大会闭幕
现场签约金额达2.2亿元

本报三亚3月23日电（记者袁
宇 徐慧玲）2018三亚国际芒果产
业大会暨热带水果产业博览会今天
下午闭幕。

大会期间，来自湖南、广州、浙
江等地的客商与三亚种植企业签订
销售合同协议，签约金额达2.2亿
元。其中，三亚君福来实业有限公司
与湖南绿叶果业集团签订250万公
斤贵妃芒果销售合同；三亚南鹿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与嘉兴果盘子水果有
限公司签订100万公斤莲雾的销售
合同；海南水果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与大五合商贸（广州）有限公司签订
200万公斤贵妃芒果的销售合作协
议；哲林果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百
果园实业有限公司签订250万公斤
贵妃芒果、100万公斤金煌芒果的销
售合同。

此外，在大会举办的国际热带
水果逆向采购会上，现场展商与特
邀采购商达成意向成交额5.8亿元。

（更多内容见A07版）

春色迷人醉
木棉染胭红

引领世界潮流的航标
——习近平主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时代启示

(见A02版)

3月21日，海口万绿园，木棉
花竞相绽放。连日来，天气晴暖，
椰城木棉迎来盛放期，绽放的木棉
花灿若红霞，成为城市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

近年来，海口加大投入改善城
市生态环境，在生态环境部3月23
日发布的2018年1-2月全国重点
区域、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空气
质量状况排名中，海口再次获得全
国第一。

文/本报记者 叶媛媛
图/本报记者 张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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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智能化让屯昌新兴镇新北村村民王海冰
惊讶又赞叹

机器人当“帮手”
一人可管500头猪

商务部：坚决反对美301调查决定

中方已做好充分准备
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商务部发布终止减让产品清单

涉美对华出口
约30亿美元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思想之光

——新时代的中国以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引领，

擘画人类未来美好愿景

实践之潮

——新时代的中国以维护

世界和平发展为己任，凝聚追

求共同梦想的澎湃力量

未来之门

——新时代的中国以宽广

视野和博大胸怀，开启建设更

加美好世界的伟大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