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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近日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强调，脱贫攻坚时间紧、任务
重，必须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各级党
委和政府要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
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团结带领广大
干部群众坚定信心、顽强奋斗，万众
一心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习近平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
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行百里者半九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

落实的管理体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
总责的领导责任制，明确责任、尽锐出
战、狠抓实效。要坚持党中央确定的
脱贫攻坚目标和扶贫标准，贯彻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既不急躁蛮
干，也不消极拖延，既不降低标准，也
不吊高胃口，确保焦点不散、靶心不
变。要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
群体，确保不漏一村不落一人。要深
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党政机关定点扶
贫，调动社会各界参与脱贫攻坚积极
性，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互动和行业
扶贫、专项扶贫、社会扶贫联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实现精准脱

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赢的
攻坚战，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
抓手。各地区各部门要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年行动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增强责
任感紧迫感，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基本方略，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
贫困群体，细化实化政策措施，落实
到村到户到人，加强项目资金管理，
压实责任，严格考核，凝聚起更大力
量，真抓实干，确保一年一个新进
展。要注重精准扶贫与经济社会发
展相互促进，注重脱贫攻坚与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相互衔接，注重外部帮扶
与激发内生动力有机结合，推动实现
贫困群众稳定脱贫、逐步致富，确保
三年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电视
电话会议11日上午在京举行。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组长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
话。他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
贫攻坚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克强
总理批示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旗帜鲜明地把抓落实、促攻坚
工作导向树立起来，坚持目标标准，贯
彻精准方略，压实攻坚责任，打造过硬

的攻坚队伍，完善督战机制，加强作
风建设，扎扎实实地把各项攻坚举措
落到实处，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会议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和
李克强批示，安排部署今后三年脱贫
攻坚工作。有关省区负责同志在会
上发言。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省部级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打好精
准脱贫攻坚战”专题研讨班学员参加
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设分会场。

习近平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万众一心
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李克强作出批示

我校将于6月30日举行最

后一次 2018 秋季高一新生综

合能力测评，欢迎各初中学校

的优秀毕业生报考。详情请咨

询我校招生办并关注我校微信

公众号。

另：我校将于6月 28至 30

日三天举行高一新生说明会，欢

迎全省优秀初三毕业生及家长

届时参加。

咨询电话：

（0898）68580883 68581083

68520883 68559283

学校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48号

海口中学招生

特别通知

海口中学
2018年6月12日

感谢广大家长对我校
一直以来的信任与支持！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梁振君）省政府近日
印发《海南省人口发展规划（2030年）》，预计今后一段
时期海南省人口总规模将继续增长，2020年海南常住
人口为996万左右，2030年将达1248万左右。

海南省人口总规模继续增长的影响因素包括：实
施全面两孩政策，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逐步探索、稳
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百万人才进海南行
动计划（2018-2025年）》实施，以及季节性休假和健
康养老迁移流动。

除却人口总规模继续增长，未来一段时期我省人
口发展还将呈现下列主要趋势：一是劳动年龄人口呈
上升趋势，我省常住人口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

“十三五”期间将持续增加，到2021年超过696万人，
2030为793万左右。二是老龄化不断加深，2015年，
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为74万人，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
为16万人，预计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为99万，
2030年为161万人。三是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降低，
伴随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育政策调整完善等，出生人
口性别比将逐渐下降。四是家庭呈现多样化趋势，核
心家庭和直系家庭是主要的家庭形式，单人家庭、单亲
家庭以及丁克家庭的比例将逐步提高。五是人口迁移
流动活跃，“十三五”期间我省流动人口呈现总规模增
加、以省内流动为主、区域差异明显等特征，海口、三
亚、儋州、文昌、琼海流入人口多，人口集聚进一步增
强。六是候鸟人口和旅游人口不断增加，预计常住型
候鸟人口、日平均过夜旅游人口2020年分别为64万、
17万，2030年分别为93万、26万。

据了解，与全国其他省份比，我省生态环境优良、
陆域小、人口少，少儿人口比重大、年龄中位数低，人口
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均呈现不断
增长态势，仍处于劳动年龄人口较为充沛、总扶养水平
较低、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期。“十三五”时期，我
省常住人口总量仍将不断增长，人口抚养比将从低位
开始上升。2015年末海南常住人口910.82万人，“十
二五”期间年均自然增长率保持在8.7‰左右。

《海南省人口发展规划（2030年）》印发

2030年海南常住人口
预计约为1248万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况
昌勋）今天下午，省长沈晓明在海口
会见了国际知名医药企业默沙东中
国总裁罗万里。

沈晓明对默沙东为博鳌超级医
院供应九价宫颈癌疫苗表示感谢。
他说，海南正在学习贯彻习近平主
席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构建
以旅游业、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为主导的产业体系。特别是，利用
中央赋予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优惠政策，大力发展医疗旅游
产业。海南在乐城积极推进以下几
个方面工作：引进世界最先进的人
工耳蜗、心脏起搏器等医疗器械，引

进先进药品和材料发展美容外科，
引进包括肿瘤治疗在内的世界最新
药品，引进能够有效预防疾病的国
际最新疫苗。希望默沙东发挥在新
药、疫苗研制方面的专业优势，进一
步扩大与海南的合作。海南也欢迎
默沙东等国际知名医药企业来琼设
立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

罗万里介绍了九价宫颈癌疫苗
接种情况和后续供应安排。他表
示，默沙东期待与海南在美容外科、
先进药品、疫苗等领域开展深入合
作，将更多最新疫苗和药品引进乐
城，更好地满足中国百姓的健康需
求。

省政府秘书长倪强参加会见。

沈晓明会见默沙东中国总裁罗万里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翁映阳）为服务海南全岛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
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工
作，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要求，
省工商局继5月23日出台优化营商
环境七条措施后，今天又推出第二
批优化营商环境七条措施，全面提
高商事登记效率，为加快形成法治
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贡献工
商力量。

此次推出的优化营商环境七条措
施包括增加名称表述、服务总部经济、
简化身份证明、试行住所申报、简化集
团登记、免交核转证明、拓展信息服务
等内容。

据了解，这些措施针对当前海南
自贸区企业登记注册的新需求，改革
外资准入、住所登记、集团登记、总部
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冗余材料要求，通
过简化注册登记手续，拓宽企业信息
归集面，使开办企业更加高效便捷、
政府服务更加智能精准，为国内外
企业落户海南提供高效便捷的服
务，同时也为全国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积累新经
验、探索新路径。

(相关报道见A05版)

省工商局再推七条措施
便利企业注册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叶媛媛）近日，由生态
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开展的城市黑臭水体整
治第一批专项督查（共10组），共对8省（自治区、直辖
市）20个地级城市进行了督查，其中10余条黑臭水体因
其治理良好荣登“光荣榜”，海口市美舍河位列其中。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美舍河产生了一系列
环境问题，让不少沿岸市民受到困扰。2016年海口市
启动美舍河综合治理工程，采用控源截污—内源治理
—生态修复—景观提升的技术路线，将水体治理融入
生态修复，让水体治理惠及民生。

据了解，此次专项督查发现地方黑臭水体治理主
要存在截污不到位、污水处理能力不足、垃圾收集转运
处理处置体系不到位、内源污染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
4方面问题。目前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第二批专项督查
正在进行中，还将陆续开展第三批专项督查，督查将持
续督促各地从根本上解决导致水体黑臭的相关环境问
题，倒逼城镇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第一批专项督查结束

海口美舍河荣登“光荣榜”

6月10日，高空俯瞰海口江东新区，连接铺前大桥和琼山大道的路网建设正在稳步推进。据了解，在推
进重大基础设施方面，按照整体统筹、分步实施的计划，我省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及中规院、同济大学、上海
市政院等机构启动江东新区路网总体规划和南渡江跨江通道等项目规划建设。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江东新区：

路网建设稳步推进

瞰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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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美领导人
今日新加坡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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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7

高考后，
怀揣梦想再出发

携手前进，开启上合发展新征程
——习近平主席主持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并

举行系列活动纪实

观察

(见A02版)

■ 本报评论员 饶思锐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
故，沉吟至今。”古往今来，人才是定
国安邦、经世济民之本。《出师表》中
一句“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
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
以倾颓也”，更是道尽人才得失关乎
国家兴亡的至理。

治理国家如此，地方发展亦如
此。对于海南而言，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打

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最为
关键、最为紧迫的一条就是要抢抓
人才这个第一资源，聚天下英才而
用之。没有一流人才的支撑，这一
切远大目标要实现起来比登天还
难。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强
调：“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国家
的重大战略，必须举全国之力、聚四
方之才”；党中央、国务院才要求海
南要坚持发挥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人才培
养、引进、使用上大胆创新，使海南
成为人才荟萃之岛、技术创新之岛。

“人才者，求之者愈出，置之则
愈匮。”为求“海纳百川”，在人才争
夺战中抢占制高点，省委在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成为全球关注热点
后，利用国内外人才对海南发展的
良好预期，趁热打铁适时推出“百万
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在落户门
槛、创业支持、住房保障等方面给予
了一系列人才优待政策，引起了社
会的热烈反响。

这一政策，是省委经过充分调
查研究、科学计划论证出台的。它
不仅符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规划要
求，也高度契合中央提出的目标任

务，其背后既有法理依据，也有一系
列配套举措。如百日大招商（项目）
活动，大力发展十二个重点产业、总
部经济等，这些都将给引进的人才
发展提供大量机会，使海南未来成
为人才创新的天堂。可以说，这一
政策绝不是为一时利益、为某一行
业发展而推出的，而是省委立足于
海南当下发展的需求，着眼于全省
改革开放全局而筹谋的长远发展之
策，充分体现了省委的高瞻远瞩和
深谋远虑。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海南历
史伟业的感召、真金白银的补贴、虚
位以待的诚意， 下转A04版▶

“海不厌深”让“乌鹊南飞”成潮流

招标过程中存在串通投标不良行为

11家企业“上榜”
我省水务建设市场黑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