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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出台贫困村驻村
工作队选派管理办法
确保选派精准、帮扶扎实、成效
明显、群众满意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记者原中倩）为着力解决
驻村帮扶中选人不优、管理不严、作风不实、保障不力
等问题，更好发挥驻村工作队脱贫攻坚生力军作用，省
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海南省贫困
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指出，选派管理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实现全省贫困人口
稳定脱贫为目标，坚持因村选派、分类施策，坚持市县
统筹、全面覆盖，坚持严格管理、有效激励，坚持聚焦攻
坚、真帮实扶，确保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精准、帮扶
扎实、成效明显、群众满意。

《办法》明确，驻村工作队由省和市县党委组织
部负责、定点扶贫牵头单位协助派出，每个驻村工作
队一般不少于3人（含第一书记），其中省派定点帮扶
单位驻村工作队员不少于1人，在深度贫困村承担定
点帮扶任务的不少于2人。驻村工作队每期驻村时
间不少于2年。驻村工作队员主要从省和市县机关、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选派，优先安排优秀年轻干部和
后备干部参加驻村帮扶。驻村工作队一村一队，主
要派驻到“十三五”建档立卡贫困村，实现建档立卡
贫困村全覆盖。

《办法》要求，各市县应当统筹整合各方面驻村工
作力量，根据派出单位帮扶资源和驻村干部综合能力
因村选人组队，重点向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和脱贫难
度大的贫困村倾斜。要把熟悉党群工作的干部派到基
层组织软弱涣散、战斗力不强的贫困村，把熟悉经济工
作的干部派到产业基础薄弱、集体经济脆弱的贫困村，
把熟悉社会工作的干部派到矛盾纠纷突出、社会发展
滞后的贫困村。

李军到定安暗访调研脱贫攻坚
工作时强调

为每个贫困户
建立准确无误的档案

本报定城6月13日电（记者金昌波）今天，省委副
书记、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指挥长李军对定安县
脱贫攻坚工作进行暗访调研。

李军先后来到定安县岭口镇鲁古井村、雷鸣镇石
盘坡村和新竹镇祖坡村进行暗访。在各村村委会，李
军与脱贫攻坚战斗队中队长、副中队长和有关驻村帮
扶人员深入交流，仔细查阅扶贫手册、贫困户档案，详
细了解拉网式排查工作进展情况，并随机走访了三个
村的部分贫困户、脱贫户，仔细询问家庭成员基本信
息、生产生活状况、帮扶措施落实效果等情况。针对暗
访发现的扶贫手册信息填写不准、贫困户档案不规范
不严谨、部分帮扶责任人对帮扶对象基本情况不熟悉
等问题，他指出，当前大排查工作进入信息比对、民主
评议的关键环节，村脱贫攻坚战斗中队、小队要认真履
行职责，把每个贫困户的基本信息都核实核准，确保信
息真实、准确，扎扎实实解决好漏评、错评、错退问题，
在此基础上一户一户逐项审核，为每个贫困户建立高
质量、经得起审查的档案。

在暗访调研反馈过程中，李军叮嘱各级干部要认
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特别是习总书
记近日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压实压死脱贫攻坚战斗队
的责任，当前特别要把精准识别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来
抓，严格规范贫困户档案管理，切实扣好脱贫攻坚的第
一粒扣子。

海南自贸网校昨日上线
打造海南学习自贸知识网上课堂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海报集团
全媒体中心记者周静泊）为了更好地
帮助海南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交
流、探讨如何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6月13日，由省委宣传部
主办、南海网承办的“海南省建设自由
贸易试验区、探索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网上学校”（以下简称海南自贸网
校）正式上线。

海南自贸网校开设“头条推荐”
“中央决策”“海南行动”“自贸课堂”
“微言微语话自贸”五大板块，内容选
取兼具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与实用
性，充分利用网络优势，打造海南广大
干部群众利用互联网学习、交流经验
的重要平台。

据了解，海南自贸网校的“头条推荐”
版块将囊括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逐步探索、稳
步推进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的相关重
磅新闻。

扫码看三亚
启动“AC米兰校
园足球公益活动”

摄影 武威
剪辑 王诗童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记者况
昌勋）今天下午，省长沈晓明主持召
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听取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先导性项目之一——
国际电影节的策划方案汇报，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创
新体制机制，探索一条与现有国际
电影节具有差异化的发展路子。

中央12号文件明确提出，大力
推进旅游消费国际化，支持海南举办
国际商品博览会和国际电影节。我
省拟申报举办每年一届的国际电影
节，省有关部门已启动筹备工作，起
草了策划方案。在今天召开的会议
上，大家围绕策划方案就目标定位、
运作模式和政策创新等进行了讨论。

沈晓明指出，举办国际电影节，

是贯彻习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
中央12号文件精神的具体举措，既
契合中央为海南确立的战略定位，也
符合海南发展实际。要充分认识海
南举办国际电影节的优势和挑战，坚
定信心，迎难而上，精心尽力推进各
项筹备工作。要选准目标定位，引进
知名电影节举办企业，邀请电影界知
名人士参与，按照专业化、市场化、国

际化的标准和原则，打造有影响力和
知名度的国际电影节。要充分利用
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优势，不断创新
体制机制，例如探索在海南试行电影
分级管理等制度，搭建国际电影交流、
合作、交易平台，探索出一条与现有国
际电影节具有差异化的发展路子。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肖莺子，
省政府秘书长倪强参加会议。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

研究筹办国际电影节相关事宜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记者况
昌勋）今天上午，省长沈晓明主持
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先导性项目之一
——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
转基地建设有关工作。他指出，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4·13”重
要讲话和中央 12号文件精神，把
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
地建设成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标志性
项目，为全世界同类型项目树立
标杆。

会议听取了海口海关和省直有
关部门关于海南全球动植物种质资
源引进中转基地建设实施方案制定
情况汇报。与会人员围绕目标定
位、运作模式、规划建设等方面进行
讨论发言。

在听取汇报和发言后，沈晓明
指出，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
转基地建设是一项全新的课题，国
内外没有先进的现成模式可以借
鉴，要抛开固有思维，创新体制机
制，高标准高起点探索建设全球动
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一是

以建成种业国际贸易中心为目标推
动这项工作。要提高口岸便利化程
度和检验检疫水平，吸引国际知名
种业企业以在海南设立区域总部等
形式开展种业贸易。这也是贯彻习
总书记关于国家南繁育制种基地建
设的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二是将
设施建设与体制机制创新相结合。
例如研究探索检验检疫结果互认、

“边检边放”、产地和运输途中隔离
检疫等贸易便利化措施。三是统筹
规划，相对集中，按照全球领先的要
求建设好基地。四是政府投入与市

场投入相结合。检验检疫场所和设
备由政府负责，同时创新商业模式，
拓展保税储存等功能，吸引企业参
与。五是加快明确产业定位和制定
相关规划。要与南繁科技城建设
联动，从种质资源引进逐步扩展到
活体动植物进出口，强化中转功
能，为国内外提供检验检疫服务。
六是组建专门队伍进行研究。有
关部门要邀请专业研究机构，听取
各方面意见，将其作为重要任务研
究透彻。

省政府秘书长倪强参加会议。

沈晓明在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时要求

将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打造成世界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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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首条直飞伦敦
定期航线7月12日开通

本报三亚6月13日电（记者林诗
婷 王玉洁 实习生王娇）我省首条直
飞欧洲定期航线——“三亚⇌伦敦”航
线首航进入倒计时。今天，中国南方
航空与我省主要旅行社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通过“航空+旅行社”形式打造
出境游产品，多举措拓宽三亚境外游
市场，推动旅游产业升级转型，助力城
市国际化水平提升。

据悉，“三亚⇌伦敦”直飞航线将
于7月12日开通，是海南实施59国人
员入境旅游免签新政以来，我省开通
的首条洲际航线。该航线采用空客
A330-200 型宽体客机执飞，航班
号为CZ651/652，每周两班，飞行时
长约为 12.5 小时。其中，去程每周
四、周日13时 15分从三亚出发，于
当地时间 18 时 45 分抵达伦敦；回
程航班在每周四、周日于当地时间
22 时 10 分从伦敦起飞，次日 16 时
抵达三亚。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黄媛艳

“Hello！帽檐要怎么编呢？”
“One、two、three……三步走”……
日前，在三亚市天涯区西岛渔村文
创馆内，20余名村民席地而坐，向
来自加拿大的“洋老师”克雷格学习
椰子叶编制帽子的技巧，课堂上海
南话、普通话、英语交织，欢声笑语
不断。

这是三亚创新引进国际人才进

村工作，带动村民发展文创产业、促
进创业就业的一个生动缩影。

渔村迎来“洋老师”，人才结构
日益丰富的背后，是三亚对吸引人
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等相关工作
的持续发力。近年来，三亚积极通
过搭建平台、做强特色、完善体系等
多种举措，吸引深海、南繁、互联网
等领域科研人才落地，巧用“候鸟
型”人才促进城市发展，全方位加大
人才保障力度，提升人才服务水平，

并积极“走出去”精准招商、引智落
地，优化产业格局，让各类人才各尽
其用、各展其才，为城市经济发展带
来强劲动力与新兴活力。

“三亚要在深化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上创新突破，通过更加开放、灵
活、务实的举措，吸收更多各类优秀
人才落户三亚，强化智力支撑，提供
人才保障。”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
记严朝君说。

作为一座快速成长中的城市，

如何吸引更多各类优秀人才？三亚
积极构筑“人才巢”，打造人才“孵化
器”，聚焦城市发展需求，围绕“一支
柱两支撑”产业格局，构建人才发展
平台，让更多优秀人才在三亚热土
发力、发热、发光。

在距离三亚市区20余公里的
红塘湾，三亚中科遥感信息产业园
内30余家科研企业在此落地发展，
涉及遥感信息技术研发、航空航天
传感器研发、无人机研发、遥感数

据接收应用等领域，近百名博士
后、博士、硕士研究生跟随项目进
入海南，为科技创新事业提供智力
服务。

“好平台吸引优秀企业，优秀企
业汇聚优秀人才。”三亚中科遥感信
息产业园负责人、三亚中科遥感研究
所所长杨天梁说，在三亚一系列优惠
政策、优质项目的推动下，该园区解
决了人才办公、科研成果转化、市场
对接等很多问题， 下转A04版▶

平台引才、特色用才、体系留才，全方位建设各尽其用、各展其才的人才高地

三亚构筑“人才巢”打造“孵化器”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李科洲 苏庆明

“3年前，学校老师一共10人，4
个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现在是 13
人，8个具有本科学历。”近日，陵水
黎族自治县祖关镇祖关小学校长陈
建军高兴地告诉记者。

祖关小学是一所农村学校。3
年前，这里每个班考试能及格的学
生就只有两三人，但如今，随着学校
师资力量增强，多数班级的平均分
是60到70分，也有学生能拿到八
九十分。

在陵水，越来越多的农村学校

迎来了优秀乡村教师。陵水县委书
记麦正华说：“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工
程，是面向未来的事业，教育建设不
能迟、不能缓，我们把教育放在首要
发展位置，大力解决教师资源不足
问题，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
为陵水的未来储备人才。”

陵水教科局局长肖海山介绍，为
让乡村教师由“下不去”变为“下得
去”，陵水对农村学校给予政策、教师
补充、编制核算“三个倾斜”支持。

以祖关小学为例。陈建军介
绍，该校有6个班级，按相关规定1：
1.7的班师比，应配教师仅10名，但

结合该校地处边远、办学规模和教
学需要等情况，县教科局安排12名
教师在该校任教，其中招聘特岗教
师6名，通过学科对口交流轮岗调
入教师1名，确保了学校开足开齐
课程，教育教学工作正常开展。

下转A04版▶

对农村学校实行政策和资源倾斜，力争环境留人待遇留人

陵水让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

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座谈会上的讲话

(见A02版)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需要正确把握的几个关系

全面把握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形势和任务

第三个问题 加大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工作力度

6月12日，在三亚市实验小学的操
场上，AC 米兰俱乐部形象大使弗朗
哥·巴雷西和孩子们一起踢球。当天，中
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少儿足球发展
计划“AC米兰校园足球”公益活动三亚
地区活动正式启动。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相关报道见B06版)

足球少年 追梦绿茵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
中央调剂制度下月起实施

世界杯今日开幕

高考正式评卷工作
今天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