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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23日讯（记者
况昌勋）今天下午，省长沈晓明在海
口会见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罗熹一行。

沈晓明感谢华润集团长期以
来对海南发展的支持。他表
示，今年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30周年，海南新一轮改革开

放发展需要央企的参与，希望
华润继续加大在海南的投资
力度。

罗熹表示，华润将积极共享
海南发展机遇，在旅游、健康养老
等产业方面加深合作。

副省长刘星泰、省政府秘书
长倪强参加会见。

沈晓明会见华润集团客人

本报海口3月23日讯 （记
者良子）今天下午，省综治委
2018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海口
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两会
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按照中
央、省委政法工作会议部署要
求，突出重点，坚持改革创新，
在狠抓落实上下功夫，努力构建
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海南升级版。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
综治委主任肖杰出席会议并讲
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综
治委副主任许俊主持，副省长、
省公安厅厅长、省综治委副主任
范华平等出席。

会议充分肯定我省综治工作
所取得的成绩，要求全省政法
综治系统突出重点，做好 2018
年综治工作。会议强调，要深
入开展综合治理和专项斗争，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禁毒三年大会战，加大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努力建设海南安
全岛；要加快推动全省综治中
心、“雪亮工程”、网格化服务管
理“三位一体”新机制建设,加
快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共建
共治共享。要加强顶层设计，
提升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要扎
实做好综治的各项基础工作，
加强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加大
先进经验宣传力度；要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对政法综治队伍建
设“五个过硬”要求，不断提高

“八种本领”，在狠抓落实上下
功夫，为建设美好新海南作出更
大贡献。

会议审议通过了《2017 年
海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
责任书执行情况报告》《2018年
海南省综治（平安建设）工作要
点》。

会上，来自省公安厅、省司法
厅、儋州、琼海、东方、临高的代
表作了交流发言。

省综治委2018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努力构建社会治理共建共治
共享新格局海南升级版

本报五指山3月23日电（记者贾磊
通讯员刘钊 李婧）“我们五指山的牙胡梯
田上了新闻联播了！”3月22日晚，五指山
市毛阳镇空合村村民王成和激动地说。

近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连
续推出“春天的中国”，3月 22日主题是

“春耕之美”，海南牙胡梯田是海南田园风
光的代表，央视记者当天前来牙胡梯田取
景，并在当晚播出。

牙胡梯田地处五指山市毛阳镇牙胡
村，紧邻鹦哥岭自然保护区，距毛阳镇7公
里，距五指山市40公里。梯田呈五指螺纹
状，从山脚盘绕到山腰，层层叠叠，高低错
落。一圈一环，环环向上，圈圈呼应，地造
天设，美不胜收。从高处望去，梯田的优美
曲线蜿蜒如春螺，披岚似云塔，显示出动人
心魄的曲线美，如同一幅幅油画，近年来逐
渐成为五指山市的名片之一。

“梯田一年四季景色不同。春天引水灌溉
的时候，梯田犹如镶嵌在群山间的块块明镜，
光影澹澹；秋天，金色的稻禾随风舞动，漫山铺
金，层层梯田若级级金阶，梯田环绕的山峰又
似座座金塔。”五指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王楚蝶介绍道。

据悉，“春天的中国”由中央电视台
新闻频道策划制作，由南向北，挑选具有
代表性的春景进行拍摄，反映祖国各地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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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春天的中国》走进牙胡梯田

➡ 3月22日央视《新闻联播》画面截图。

本报海口3月23日讯（记者陈奕霖）
重点实施畜禽废弃物综合利用、化肥农药
减施、田间清洁工程、秸秆综合利用等四大
行动，配套建设72处大中型沼气工程，年
产沼液、沼渣56.9万吨，有效推进农业绿色
发展……在今天举行的第九届全国省市循
环经济行业协会工作联席会上，我省创建
生态循环农业示范省两年来的成效得到了

与会嘉宾的一致肯定。
记者从会上获悉，我省近两年着力发

展生态循环农业，特别是2017年1月，省政
府与农业部签署《共同推进海南生态循环
农业示范省建设合作备忘录》以来，生态循
环农业成为我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
方向。

2017年，我省不仅全面划定了畜禽禁

养区、限养区、适养区，推动297家规模养
殖场完成环保改造，新建有机肥加工中心4
个，全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从30%提高
到45.3%；还实施化肥农药减施行动，实现
农药使用量连续两年零增长、化肥施用量
增幅连续两年下降。而“猪-沼-菜”“猪-
沼-电”等多种模式生态循环农业的兴起，
不仅使得农业废弃物得到资源化循环利

用，同时也提升了农业经济质量和效益，已
成为我省循环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

据了解，下一步，我省还将完成286家
规模养殖场环保改造任务，进一步推进畜
禽粪污、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总结推广屯
昌、琼海等 5个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区的
有益经验，力争在2020年前实现创建生
态循环农业示范省的目标。

本报新盈3月23日电（记者陈雪怡）
2018年海南（儋州）“世界野生动植物日”暨

“爱鸟周”宣传活动今天在新盈学校启动。
今年的活动以“保护鸟类资源，守护绿水青
山”为主题，活动内容包括保护地自然教育
交流会、自然解说体验、《家在红树林》校本
教材进校园、海南（儋州）爱鸟周文艺晚会、
第五届海南观鸟节暨首届新盈观鸟赛等。

离新盈学校不远处就是海南新盈红树
林国家湿地公园。这是全国第一家以红树
林命名、海南第一家获批开展国家湿地公
园试点的湿地公园，是全球珍稀濒危鸟类
物种黑脸琵鹭的越冬地。“选择在儋州举办
启动仪式，也彰显了我省对保护野生珍稀
生物物种及其栖息地的高度重视，具有重
要意义。”省林业厅总工程师周亚东说。

我省是中国热带动植物资源的宝库，
据统计有野生维管束植物4622种，占全国
种类的15%。陆栖脊椎动物660种，其中
鸟类426种。列入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
的野生动物123种、省级保护野生动物有
206种。近年来，我省通过加强野生动植
物保护，特别是鸟类保护的宣传，开展不同
主题的“野生动植物日”“爱鸟周”“观鸟节”

等活动，着力打造爱护野生动植物及观鸟、
爱鸟、护鸟的生态文化品牌，营造全社会合
力保护野生动植物的良好氛围。

周亚东说，我省将进一步采取有力措
施，开展专项打击行动，加强生态环境治理，
保护野生动植物及栖息地的安全，不断丰富
自然保护宣传教育活动，持续激发广大人民
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海南“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宣传活动启动

保护鸟类资源 守护绿水青山

生态循环农业成发展亮点

我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提高到45.3%

本报海口3月23日讯 （记
者孙慧 通讯员秦艾斌）记者昨
天从省河长制办公室获悉，我省
今年开展全省入河排污口调查
摸底和规范整治专项行动，全面
摸清入河排污口现状及清理整
顿各类违法设置的入河排污口，
规范监督管理。

此次专项行动要求在各市
县行政区范围内的全部入河排
污口（含入湖排污口），以规模
以上入河排污口（日排废污水
300 吨或年排 10万吨以上）为
重点，规模以下入河排污口同步
调查。

行动要求，要全面摸清辖区
内入河排污口现状情况，查找入

河排污口布局和监管中存在的
问题，以及全面清理违法违规设
置的入河排污口。此后还要建
立健全入河排污口监管长效机
制，提升入河排污口监管能力，
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督性监测和
规范化设置。

调查摸底将在4月30日前
完成，之后开展规范整治，针对
违法设置、布局不合理、审批不
到位、监管能力不足等问题提出
整改措施；限期取缔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等法律法规
禁止设置区域内的入河排污口，
集中整改违规设置入河排污口；
强化入河排污口规范化设置，加
强监督检查和监督性检测。

全省入河排污口调查摸底
和规范整治专项行动启动

4月底完成调查摸底

本报海口3月23日讯 （记
者杨艺华 通讯员杨巽）按照质
检总局统一部署，海南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日前启动主题为“美丽
中国，绿蕾护航”的“绿蕾4”专项
行动，将在全省7个一类开放口
岸开展为期9个月的打击非法携
带、邮寄植物种子种苗和其他禁
止进境物入境的违法行为。

近年来，海南口岸入境人员、
携带物、邮寄物数量逐年上升，非
法携带和邮寄种子、种苗及其他
禁止进境物的行为时有发生，严
重威胁我省的农林业生产及生态
安全。2017年，海南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在“绿蕾3”专项行动中截
获种子种苗重量和检出有害生物
种次数量同比分别增长80%和
757.1%。

海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提
醒出入境个人或企业：从境外携
带或邮寄物品进境前，务必了解
并遵守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
其实施条例、《禁止携带、邮寄
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
检疫物名录》的规定。因生产、
科研等需要引进植物种子种苗
的，需依法提前办理检疫审批手
续，入境时应主动申报并出示输
出国官方检疫证书。

我省启动“绿蕾4”专项行动
严厉打击违法携带邮寄种子种苗入境行为

本报抱由3月23日电 （记
者邵长春 通讯员李默涵）昨天，
我省首座“共享电力铁塔”——乐
东35千伏佛尖孔线T7号塔试点
项目圆满落地，经过4天的现场
施工，完成所有设备的安装和调
试工作，已具备信号发射功能，西
环高铁乐东282.8公里处4G信
号盲点已经全覆盖。

据悉，这一试点项目由南方
电网海南公司联合中国铁塔公
司海南分公司共同开展，既减少

了通信公司土地、人力、电力资
源及设备材料的消耗支出，也可
提高电网公司经济效益，并且可
以通过合理选址来满足铁塔公
司无线信号覆盖的要求，一举解
决通讯运营商长期的疑难站点
困局。

下一步，海南电网将加强与
通信行业三大运营商、铁塔公司
以及用户需求对接，探索共享电
缆沟、配电房等其他资源的可行
性。

我省首个“共享电力铁塔”
投入使用

本报博鳌3月23日电 （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陈长吉 潘彤彤）记者昨天下午在博
鳌出口路看到，十几公里的路面已焕然一
新，两旁绿树掩映，鲜花绽放，处处洋溢着
喜庆的气氛。

“经过四个多月的统筹和强力推进，省
委、省政府交给我们关于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交通保障工作的任务目标目
前已基本完成。”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

据介绍，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
做好迎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工作的

指示精神，省交通运输厅于去年12月初成
立了以厅长林东为组长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交通保障工作领导小组，要求
厅有关处室以及省公路管理局等直属单位
增强政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加快做好博
鳌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提升改造工
作，提升公路“五化”水平，为年会提供优质
高效的交通运输服务保障。

截至3月 22日，约13公里的博鳌迎
宾路路面中修工程已完工；东线高速K0
至K28共 28公里的路面病害修复工程，
经过几次错峰施工，特别是避开春运时

段施工后，已于3月18日完工，共修复路
面病害 2.6 万平方米；G98 海口连络线
（S81）按样板路标准整治提升，已于 3
月 1日起移交海口市政管理局管养；东
线高速十八坡立交周围的防眩板更新已
完成，共更换 1100 片；G98 高速公路海
口至十八坡的护栏板调整和涂装工程正
在进行，已完成工程量70%，预计3月底
可完工。

同时，省交通运输厅还积极开展高速
公路和美兰、凤凰、博鳌机场周边重点地段
立柱广告的专项整治工作，依法拆除立柱

广告牌212块；于3月8日起组织全省开展
治超“春雷行动”，采取值守和流动治超相
结合方式，重点整治G98高速府城互通匝
道等国省干线重点区域的超限运输车辆，
遏制超限运输车辆驶入高速路段。

据悉，此次对博鳌迎宾路进行修复，采
用了具有排水降噪功能2.5厘米的薄层路
面修复技术。修复好的路面可以为车辆提
供更安全更安静的行驶体验，并在雨天快
速排除路面积水；由于环保胶粉沥青全部
采用废轮胎回收后加工利用，符合绿色环
保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省交通运输厅全力推进迎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交通保障工作——

博鳌迎宾路路面中修工程完工

本报博鳌 3 月 23 日电 （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吴荣融）记者今天从海建集团
获悉，3月1日至17日，海建集团陆续派
出4批突击队共计360人次前往博鳌镇
平改坡项目参与援建，该项目目前已经

全面完工。
据悉，博鳌镇平改坡项目是琼海市重

点工程博鳌田园小镇建设项目中重要部
分。项目具有工期短，单体建筑多，设计
方案改动幅度大等特点，施工难度大。为

此，承建方海建集团制定了施工进度表，
扩大施工工作面。派出的突击队以海建
集团的民兵预备役和青年志愿者为主
力，他们在现场转运沙土、水泥、灰砂
砖、加砌块等建筑材料，清理建筑垃圾，

在吊车起吊、脚手架拆除等作业时则拉
好安全警戒。

短短十多天内，突击队与项目部完成
了共计775栋房屋的改造工作，为确保工
期起到了关键作用。

本报博鳌3月23日电 （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余志荣 实习生王靓婷）近日，博鳌
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安全生产保障组（以
下简称“安全生产保障组”）在博鳌地区开
展第三轮涉会场所安全生产大检查。此
前，安全生产保障组已开展两轮安全生产
综合检查，检测各类特种设备484台次，完

成G98环岛高速公路路面修补1万余平方
米，完成涉会场所防雷检测20家。

此轮检查，安全生产保障组分4个小组
前往年会主会场、论坛大酒店、年会新闻中
心等涉会场所，听取相关负责人的年会安全
生产保障工作情况汇报，并对年会主会场的
设施设备维护状况，涉会酒店的特种设备、

悬挂物、庭院路灯线路的漏电保护工作、客
房的除臭和除甲醛工作、厨房的环境卫生和
食品安全以及人员疏散保障、通信质量和信
号资源的保障工作等内容进行详细检查。

安全生产保障组负责人表示，保障组
各单位将认真贯彻落实省领导的批示精神
和国家安全监督组来琼督导提出的工作要

求，切实做好安全生产保障“最后一公里”
工作。交通、住建、质监、水务、电力、通信、
民航安监等部门各司其职，并通力合作，全
力确保年会安全、持续、平稳进行。对此轮
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和问题，保障组各
成员单位将督促相关责任单位在3月28日
前完成整改。

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安全生产保障组开展安全生产保障情况大检查

做好安全生产保障“最后一公里”工作

博鳌镇平改坡项目完工

⬆ 三月的牙胡梯田，色彩斑斓，气势恢宏。特约记者 吴文生 通讯员 王荣 薛盛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