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意见征集时间

2018年6月23日至6月29日

2.意见反馈方式

信函：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美贤
路9号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收（邮
编：570203）

电子邮件：

hainandqc@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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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世界杯赛事前瞻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记者尤
梦瑜 通讯员姚嘉 李明秀）为进一
步压实脱贫攻坚政治责任，日前，省
纪委通报曝光9起乡镇党委书记因
脱贫攻坚履职不力被问责典型案
例。分别是：

一、乐东黎族自治县政府副县
长、抱由镇党委书记陈锡浓对脱贫攻
坚履职不力，扶贫工作措施不精准，
导致该镇出现违规采购扶贫物资、医
疗救助保障不到位等问题，造成不良
影响，应负主要领导责任。2018年6
月，陈锡浓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二、东方市政协副主席、大田镇
党委书记李海红在脱贫攻坚工作中
不正确履行职责，工作不深不细，导
致该镇未研究制定思想帮扶工作措
施，党的扶贫政策宣传不到位，部分

群众对党的扶贫政策不了解，造成
不良影响，应负主要领导责任。
2018年6月，李海红受到党内警告
处分。

三、白沙黎族自治县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牙叉镇党委书记高陈明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疏于管理，监督
不力，不认真检查督促落实扶贫工
作相关决策部署，导致该镇出现扶
贫资金以拨代支等问题，造成不良
影响，应负主要领导责任。2018年
6月，高陈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四、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党委
书记马科科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不正
确履行职责，导致该镇出现帮扶措施
不精准、向没有实际上岗工作的贫困
户发放公益性岗位工资、扶贫工程项
目管理混乱等问题，造成不良影响，

应负主要领导责任。2018年6月，
马科科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五、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镇
党委书记周霖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不
正确履行职责，导致该镇出现贫困户
剔除不及时违规享受危改指标及补
贴、扶贫物资采购监管不到位和扶贫
物资发放不实等问题，造成损失及不
良影响，应负主要领导责任。2018
年6月，周霖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六、五指山市番阳镇党委书记
郭勇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履职不力，
未按规定严格落实国家相关政策，
导致该镇出现8户农户重复领取危
房改造资金、33名不符合低保条件
的村民违规领取低保金、18名不符
合条件的村民违规领取生态补偿资
金等问题，造成不良影响，应负主要

领导责任。2018年6月，郭勇受到
党内警告处分。

七、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
镇党委书记梁海明在脱贫攻坚工作
中不正确履行职责，未按规定严格
落实国家相关政策，导致该镇出现4
户不符合退出条件的贫困户被错退
问题，造成不良影响，应负主要领导
责任。2018年6月，梁海明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

八、万宁市北大镇党委书记文
万会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履职不力，
掌握和执行脱贫攻坚政策不到位，
导致该镇出现部分贫困户没有具体
帮扶计划和措施、脱贫户返贫等问
题，造成不良影响，应负主要领导责
任。2018年6月，文万会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 下转A02版▶

省纪委通报曝光9起乡镇党委书记
脱贫攻坚履职不力问题典型案例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日前，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进一步深化“互
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
网、一门、一次”改革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就加快推进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和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
扇门”、“最多跑一次”等作出部署。

《方案》提出，坚持联网通办是原
则、孤网是例外，政务服务上网是原
则、不上网是例外，到2018年底，“一
网、一门、一次”改革初见成效，省级
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不低于
80%，市县级政务服务事项进驻综合
性实体政务大厅比例不低于70%，省

市县各级30个高频事项实现“最多
跑一次”。到2019年底，重点领域和
高频事项基本实现“一网、一门、一
次”，省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
不低于90%，政务服务事项进驻综合
性实体政务大厅基本实现“应进必
进”，省市县各级100个高频事项实
现“最多跑一次”。

《方案》明确了实现上述目标的
主要任务和工作措施。一是以整合
促便捷，推进线上“一网通办”。加快
构建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为枢纽、以
各地区各部门网上政务服务平台为
基础的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服务平

台。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涉密等
外，原则上各级政务服务事项均应纳
入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办理，实现政务
服务“一次登录、全网通办”。二是以
集成提效能，推进线下“只进一扇
门”。大力推行政务服务集中办理，
实现“多门”变“一门”，促进政务服务
线上线下集成融合。除因安全等特
殊原因外，原则上不再保留各地政府
部门单独设立的服务大厅。三是以
创新促精简，让企业和群众“最多跑
一次”。梳理必须到现场办理事项的

“最多跑一次”目录，大力推进减材
料、减环节， 下转A02版▶

国办印发实施方案

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

海南自贸试验区
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贸港 建设进行时

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记者梁
振君 通讯员张光明 邓传忠）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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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获得越来越多来自海洋深处的强
劲动力支撑。

6月19日，陵水17-2气田开发
项目启动会在海口召开，标志着我国
首个深水自营大气田正式进入开发
建设阶段，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将再添清洁
能源新动力。

事实上，除了总投资额超200

亿元的陵水17-2气田项目，中国
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海油）正在开发并计划近年
投产的新气田还包括东方 13-2、
文昌气田群等，后面尚有陵水
25-1、陵水18-1等更多气田待开
发。这些来自海洋深处的清洁能
源登岛后，将化身为化工产品、电
力、燃气等，有力推动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

海南是海洋大省，所辖海域油
气资源丰富。资料显示，我国海域

共有5个天然气富集区，其中3个分
布在海南周边（莺歌海盆地、琼东南
盆地、珠江口盆地西部文昌凹
陷）。据统计，上个世纪80年代至
今，中海油已在海南周边海域勘
探、开发了崖城13-1、东方1-1、乐
东气田并向海南供气，累计供气规
模超500亿立方米，推动海南形成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据透露，东方13-2气田群距离
海南省东方市陆岸110公里，是中
海油向海南供气的又一大气源。东
方13-2气田群开发项目包括东方
13-2气田开发和我国海上最大自
营在生产气田东方1-1二期调整。
该项目需建3个平台，目前已有2个
导管架完成安装，另外1个即将安

装；2个上部组块正在珠海建造，1
个在湛江建造。中海油争取尽快投
产该气田。

为提升天然气保供能力，中海
油一方面大力挖潜崖城13-1、东方
1-1等在生产气田的产能。对于22
岁“高龄”、地层压力系数已接近0.1
的崖城13-1气田，进一步开展地
面工艺降压和地质油藏措施研究，
尽可能提高气田采收率；而对于稍

“年轻”的东方1-1、乐东气田，则
积极开展调整井研究和实施，提升
产量。新老气田协同发力，将有力
提升海南的天然气供给量。中海
油还计划让这些气田的天然气管
网互联互通，以形成统筹联合的保
供格局。

新老气田协同发力 持续供应清洁能源

多个海上气田开发利用助力海南自贸区建设

■ 新华社特约记者

东海之滨，鹭岛厦门。这里千年
浪涌，潮涨风起。

当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扬帆出
港，历史的坐标就将其定位为中国最
早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这个
曾经偏僻的海防小城，在40年改革
开放中破浪前行，昭示出中国城市蝶
变的密码。

“如今，海风海浪依旧，厦门却
已旧貌换新颜。”习近平总书记对这
座城市充满感情。就在一年前，金
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时，他回首
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历程，盛赞这
座城市的“高素质、高颜值”，“勇敢
坚毅、吃苦耐劳的当地人民，乘着改
革开放的浪潮，用自己的双手把厦
门变成了一座经济蓬勃发展、人民
安居乐业、对外交流密切的现代化、
国际化城市”。

当鹭岛儿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
这满怀深情的声音，回想当年他在厦
门工作的日日夜夜，感触尤深。

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的
领导者、拓荒者、建设者，习近平同
志在这片充满激情的热土，与广大
经济特区建设者并肩奋斗，开启了
一系列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环境
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等生动实践，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凝结其中的
科学理念、宝贵经验和优良作风，
至今仍指引着这座城市破浪前行
的航程。

勇于先行先试
探索推动一系列开创性

改革举措

“不搞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就不能
进步。”

——1987 年 6 月 8 日，习近平在
厦门市委常委会会议上的发言

1985年，国务院批准将厦门经
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这年夏天，
习近平风尘仆仆从河北南下赴厦履
新，担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时任厦门市体改委副主任朱丽
水回忆，习近平到厦门后分管体制机
制改革，直接领导推动了一系列棘手
的改革探索。“放水养鱼”就是其中之
一，激活了厦门港，也激活许多身处
困境的国企。

到厦门不久，习近平高大的身影
出现在东渡码头，迎海风极目远眺。
他踱步走到桥吊旁，抬头望着这几十
米高的大家伙，询问工作人员它们能
吊多少货。这是厦门港仅有的两台
桥吊，一个吊一年仅完成3.5万个标
箱，香港同样的吊每年却能完成12
万个。通过数次到现场调研，仔细听
取企业干部员工意见，习近平把问题
搞清楚了——运输能力不够，设施不
完善，流程环节不配套，而政府没有
更多的钱给企业完善设施。

微利或微亏，这不仅是厦门港务
局的窘境，也是当时厦门绝大多数国

企的难题。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说，政府不

要你们利润，你们赚来的钱，财政一
分都不要，利润留给你们，但你们必
须答应一条，赚了钱首先用来完善设
施。”一位老港务人回忆当时一次会
议的情景。

改革，因问题倒逼。厦门在全国
率先出台税利分流措施，全市66家
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实行税利分流、
税后还贷，针对不同企业，采取不同
上交比例。其核心目的是，除交税
外，尽可能把红利留给企业发展生
产。改革第一年，厦门港务局就赚了
2000多万元，没几年赚了七亿多。

时任厦门市财政局党组书记沈丹
回忆，习近平非常重视这项支持企业
发展的利改税政策，事实也证明这项
改革非常有效，国企得到迅速发展。

那时的厦门，怎么建经济特区，
尚无经验可循。习近平此番到厦门
来，“就是想尝试对改革的实践、对开
放的实践”。他曾深情回忆说，“到经
济特区工作，是我第一次走上市一级
的领导岗位，第一次直接参与沿海发
达地区的改革开放，第一次亲历城市
的建设和管理。”“这三年是全面学习
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苦、刻苦的学
习过程，从中得到了历练。”

1986年，厦门被确定为全国第
一批机构改革试点城市。习近平担
任市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特区管理建
设等领导机构负责人，牵头研究制定
了推动经济特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机构改革是一
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牵扯许多利
益，难度与阻力巨大。”厦门市委党校
常务副校长林朝晖说。

人们很快发现，平时谦逊随和的
习近平，在改革问题上果断干脆、态
度坚决。他在不同场合提出，“经济
特区的任务就是改革，经济特区应改
革而生，我们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一次市委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
说，“改革，先走一步有风险，但国家需
要有人去趟路子，搞好了，为国家以后
的改革提供经验，起纲举目张的作用”。

朱丽水回忆，“当时的改革，只说
是社会主义体制的自我完善，以什么
为目标，要改到什么程度，没有明确答
案。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改革以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行政机构改
革是拆庙并庙，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
进行，搞好对外商、基层、企事业的服务
工作。所以，当时的方案力度很大，直
接动刀，砍掉很多政府机构”。

1987年，厦门工业系统的8个专
业局全部砍掉，在全国率先实行大部
委制，简化企业审批、放权给企业。

“这一刀下去，很多人哇哇叫，但就是
要逼着大家解放思想尽快上路，融入
市场经济。”市体改委同志回忆道。

推动厦门实现计划单列，为厦门
长远发展争取有利条件；在全国首次
提出“小政府、大社会”原则，建立精
简、高效、廉洁、团结的政府；推动金
融机构企业化经营，成立华侨投资公
司和地方保险机构，建立厦门外汇调

剂中心……习近平在厦门推动的一
系列大胆改革，许多思路和举措在全
国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为厦门经济
社会发展注入磅礴活力。

扩大对外开放
积极探索以开放促改革

促发展之路

“厦门，寓意‘大厦之门’，我们也
可以把它理解为对外开放之门，衷心
希望把这个对外开放之门建设得更
快些更好些。”

——1986年6月，习近平在厦门
发表的题为《发展横向联系，加快特
区建设》的讲话

2015年9月23日，美国西雅图，
波音公司商用飞机制造厂。国家主
席习近平登上一架即将交付给厦航
的波音－787飞机，深情回忆起参与
厦航组建的往事。

“30年前，我担任厦门市的常务
副市长，分管厦门航空公司，参与了
它的组建和它的初创阶段。初创阶
段的厦门航空公司，连带厦门机场，
都是利用国际贷款发展的，当时也就
只有几架飞机……”

作为我国第一家合资经营、企业
化运作的航空公司，厦航的诞生，是
我国民用航空体制改革的初步尝
试。对厦门而言，它为经济特区的对
外开放，插上了翱翔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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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推动厦门经济特区
建设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2018年海南省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启动
启动仪式现场获捐1418.5万元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记者单憬岗 通讯员吴香
飞）今天下午举行的“2018年海南省希望工程圆梦行
动”启动仪式上，全省 32 家单位和个人现场捐款
1418.5万元支持圆梦行动。

此次活动由团省委、海南日报社、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南国都市报社、南海网、海南在线、人民网海南频
道、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共同举办。

现场捐助者是：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200万元、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0万元、海南海景乐园国际有限公司三亚蜈支洲岛
旅游区100万元、海南三亚南山功德基金会100万元、
海南威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60万元、罗牛山股份有限
公司60万元、省人大代表黄桂提50万元、海南世博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30万元、海南建丰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30万元、海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20万元、春华励志
助学基金管理委员会20万元、海南美亚电缆厂有限公
司20万元、海南金鹿农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万元、
海南省军区20万元、海南凯健医药有限公司10万元、
爱心人士张学丽10万元、海南春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10万元、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10万元、
陵水喜之农果蔬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5万元、海南瓦
爱卤餐饮文化管理有限公司5万元、三亚城市投资建
设有限公司5万元、海南星艺装饰有限公司5万元、海
南长石医药有限公司4.5万元。

今年圆梦行动还得到了9个市县（区）政府财政拨
款支持：三亚市人民政府120万元、东方市人民政府
100万元、儋州市人民政府50万元、三亚市崖州区人
民政府46万元、三亚市海棠区人民政府45万元、三亚
市天涯区人民政府43万元、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
30万元、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30万元、万宁
市人民政府10万元。

启动仪式上，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等7家单位被授予“2017年海南省希望工程圆梦
行动特别贡献奖”；海南省军区等13家单位（个人）被
授予“2017年海南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贡献奖”；共青
团三亚市委员会等14个基层团组织被授予“2017年
海南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先进集体”；李珠等22人被
授予“2017年海南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先进个人”；海
南日报社等16家媒体被授予“2017年海南省希望工
程圆梦行动传播先进单位”；陈明东、王玉洁、郭景水等
14人被授予“2017年海南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传播
先进个人”。

据悉，截至2017年12月，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共
筹集善款2.06亿元，资助贫困大学生40770名。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记者周晓
梦）今天，省生态环境保护厅和省商务
厅联合发布《海南省提前推广使用国
Ⅵ标准车用汽柴油工作方案（征求意
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社
会各界征求意见。这意味着我省油品
即将进入“国六（国Ⅵ）”阶段。

按照方案初步工作目标要求，自
2018年9月1日起，在我省行政区域内
供应、销售的汽油应符合《车用汽油》中
的国Ⅵ标准且全年蒸汽压限值不大于
60千帕，供应、销售的柴油应符合《车用
柴油》中的国Ⅵ标准。停止供应、销售
低于国Ⅵ标准车用汽柴油。实现车用
柴油、普通柴油、内河和江海直达船舶
燃料油“三油并轨”。范围覆盖全省所
有成品油批发、零售经营网点。

在全省行政区域内推广使用国Ⅵ
标准车用汽柴油工作将分为两个阶
段：今年5月1日-8月31日为前期准
备阶段；今年9月1日零时起为全面
运行阶段。征求意见稿全文可登录省
生态环境保护厅官方网站查看。

我省油品将进入
“国六”阶段
相关工作方案今起公开征求意见

让安全境外新药
更早惠及中国患者
——国家药监局详解我国

境外新药审批新进展

土耳其大选看点扫描

德国战车能否冲过
“生死线”？

A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