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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记者邹
伟 荣启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
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6日上午在人民大
会堂开幕。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赵乐际、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到会祝贺，王沪宁代表党中央致词。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气氛热
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会标，后幕正中悬挂的团徽熠熠生辉，
10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二楼眺台
上悬挂着“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中国共
产党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奋力谱写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壮丽
青春篇章！”巨型横幅。1500多名来
自全国各地的团十八大代表，肩负着
8100多万共青团员的重托出席大会。

上午9时30分，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等步入会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贺
军科宣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高唱
国歌、团歌。

随后，10名少先队员向大会献
词。他们有的来自革命老区，有的来
自民族地区，有的是勤学孝老的好榜
样，有的是热心公益环保的好少年。
少先队员响亮的声音表达了对美好
未来的期待，展现了立志全面发展，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准备的决心。

王沪宁代表党中央发表了题为
《乘新时代东风 放飞青春梦想》的致
词。王沪宁首先向大会的召开表示
热烈祝贺，向全国各族青年、全体共
青团员和广大青少年工作者致以诚

挚的问候。
王沪宁在致词中说，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团
十七大以来，共青团提高政治站位、
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深入推
进共青团改革，狠抓从严治团，各项
工作实现新发展，团干部团员面貌呈
现新气象。广大青年自觉把个人奋
斗融入党和人民的共同奋斗中，展现
出当代青年爱党爱国的坚定信念、勇
于创造的生机活力、甘于奉献的优良
品格、自信开放的国际形象。

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做好新时代
党的青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实现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当代青年重
任在肩。希望广大青年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的谆谆教诲，始终坚定理想信念，
着力锤炼高尚品格，不断增长能力才
干，永远保持奋斗精神，勇于投身创新
创造，勇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生力军，奏响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书记
处第一书记李玉赋代表中华全国总
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
联合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向大会致贺词。
贺词指出，各群团组织要发挥各自优
势，加强相互支持，密切团结协作，共
同书写新时代党的群团事业新篇章。

贺军科代表共青团第十七届中
央委员会作了题为《高举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壮
丽青春篇章》的报告。报告分为8个
部分：进入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和共青
团；强国时代青年的历史使命；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统领共青团工作；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青春建功新时代；
大力促进青年发展；共青团改革再出
发；全面从严治团。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
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
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各人
民团体、北京市负责同志，部分在京
离退休的曾在团中央书记处工作的
领导同志，首都各族各界团员青年代
表参加开幕式。

共青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到会祝贺 王沪宁代表党中央致词

本报讯（记者周晓梦）近日，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深化生态环境
六大专项整治行动计划（2018-2020
年）》（以下简称《计划》），明确我省解
决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突出问题的
时间表和目标要求，为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加码”，确保环境质量只能更
好、不能变差。

《计划》要求，到 2020年，城镇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98%以上，
主要河流湖库水质优良率不低于
95%，近岸海域水环境质量优良率

不低95%，城镇内河（湖）、入海河
流基本消除劣Ⅴ类水体，全面完
成国家确定的城市黑臭水体消除
任务，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达到 100%，受污染耕地
安全利用率达90%左右，污染地块

安全利用率达90%以上，耕地土壤
质量达到或优于二级比例保持在
81%以上。森林覆盖率62%以上，
将480万亩湿地纳入总体规划进行
管控，完成林业和湿地生态修复 8
万亩。

我省深化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

我省首次在深交所成功发行
115亿元地方政府债券
有效拓宽融资渠道 支持重点项目建设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朱莹
莹）记者今日从省财政厅获悉，6月22日，省财政厅代
表省政府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115亿元海南省
地方政府债券，这是我省首次在深交所发行地方政府
债券。

此次发行的海南省地方政府债券均为新增一般
债，其中：3年期16亿元、5年期30亿元、7年期30亿
元、10年期39亿元，利率分别为3.69%、3.80%、4.05%
和4.13%。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海口江东新区建设、
高速公路基础设施、交通扶贫农村公路六大工程、教育
医疗卫生等重点民生项目建设。

据了解，2018年海南省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由往
年的17家扩大到34家，在银行类承销商的基础上引
入17家证券类承销商。承销团规模的不断扩大，为我
省政府债券发行提供了有效保障。

2018年我省拟发行地方政府债券500多亿元，包
括新增债券和置换债券。此次地方政府债券在深交所
的成功发行，促进了我省政府债券投资主体多元化，拓
宽了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对于支持我省重大
项目建设，防范债务风险等具有重要意义。

海南省拟任干部人选
公 告

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况予以公
示。

公示期限：2018年6月27日至7月3日，共5
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98）12380，65378954（传真）。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

广场1号楼308室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
570203）。

举报网址：http：//12380.hainan.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18年6月26日

（拟任干部人选情况见A02版）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彭
青林）今天上午，受省委书记刘赐贵
委托，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主持
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
省贯彻落实意见，审议通过了《关于
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激励干
部新担当新作为的实施意见》。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是新时

代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纲领性文
件。特别是重要讲话中必须正确把
握5个关系的重要论述，与习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
神，与习总书记对海南工作的历次重
要指示精神一脉相承，同样对海南长
远改革开放发展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指导性。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
学习领会，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让“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在海南真正落地生

根。要正确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
系，坚决破除把发展和保护对立起来
的思想，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的征程中，积极探索推广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要
多算“大账”少算“小账”，多算“长远账”
少算“当前账”，多算“全面账”少算“局
部账”，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
发展，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高质量
发展的理念贯穿在海南各项工作中。

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在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中激励干部新担当
新作为的实施意见》。《意见》深入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省第七次党
代会精神和七届省委历次全会精神，
对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进
一步激发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
作为提出明确要求。会议强调，要深
刻认识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
激励干部新担当新作为的重大意义，
切实抓好实施意见的落实。各级党
委要担负起主体责任，旗帜鲜明为敢

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负责的干部负
责。组织部门要承担起牵头协调和
工作督促的职能。纪检监察机关既
要加强监督执纪问责，倒逼干部主动
担当作为，又要准确把握容错纠错的
政策界限。督查部门要加强跟踪问
效。宣传部门要注意挖掘、发现和宣
传先进，在全社会形成鼓励担当作
为、崇尚苦干实干的良好风尚。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委常委出席会议，部分现职省

级领导列席会议。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审议通过《关于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激励干部新担当新作为的实施意见》

李军主持召开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
第13次月调度例会

坚决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指示
奋力实现禁毒三年大会战的目标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金昌波）在“6·26”国
际禁毒日的下午，省委副书记李军主持召开全省禁毒
三年大会战第13次月调度例会。省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肖杰，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范华平，省高院院长陈
凤超、省检察院检察长路志强出席。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6月21日关于禁
毒工作的重要指示、公安部有关通知及“5·29”全国禁
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通报表扬了全省禁毒三年
大会战第二阶段阶段性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听取了
全省收治收戒吸毒人员工作情况汇报。会上，临高县
禁毒委就吸毒人员在执行社区戒毒期间吸毒、贩毒、聚
众吸毒情况作了检讨发言。与会人员展开深入讨论，
提出意见建议。

李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
示，为我们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禁毒工作指明了
前进方向、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领
会、坚决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对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按照全
国禁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部署要求，严格落实禁毒
工作责任，以禁毒三年大会战新成效诠释强烈的“四个
意识”，牢记“毒品一日不除，禁毒斗争一日不能松懈”，
把禁毒人民战争进行到底。要清醒看到我省毒情严峻
的态势还没有根本转变，禁毒工作还有不少薄弱环节
和实际困难，必须克服盲目乐观、麻痹大意、松劲歇脚
的思想，千万不能放松对禁毒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协
调、监督考核，坚持以“八严工程”为抓手，进一步聚焦
问题，主攻弱点，扭住重点，主动发力，扎实抓好“夏季
攻势”行动，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肖杰、范华平就下一阶段禁毒工作作了具体安排。
省禁毒委成员单位及有关单位负责人、各市县禁

毒委主任、公安局长和全省司法、公安戒毒所主要负责
人参加会议。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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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10.1万余名
考生参加中考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叶润田）今天下午
5时15分，随着历史科目考试结
束的铃声响起，今年海南初中毕
业生学业水平考试结束。本次考
试6月25日至26日举行，全省共
设19个考区、74个考点、3421个
考场，有10.1万余名初中毕业生
参加考试。

记者从省中招办了解到，为
确保中考工作顺利举行，省教育
厅于6月13日召开中考考务保
密工作会议，对考务工作进行层
层布置。各市县党委、政府将中
考工作纳入重要工作日程，逐级
签订中考安全责任书，落实责任
制与责任追究制，做到人防、技
防、物防“三结合”，确保试卷的绝
对安全。

(高招中招更多报道见A03版)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况昌
勋）今天下午，省长沈晓明主持召开
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提升政府执行
力相关事宜及七届省政府第二次全
体会议筹备工作。

省政府高度重视政府执行力建
设，今年4月至5月，省政府办公厅分
5个小组，对全省各市县、各主要厅局

就政府执行力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并
赴浙江、江苏两省考察学习。省有关
部门结合调研成果起草了省政府提
升政府执行力措施的文件（以下简称

“文件”）。今天召开的会议听取了调
研情况汇报和文件起草说明，并围绕
提升决策质量、落实主体责任、建立
沟通机制、提高办事效率、控制办文

办会、督查考核、接受社会监督、强化
保障措施及加强办公厅自身建设等
方面进行了讨论交流。

沈晓明同与会人员一起逐条研
究、修改完善文件内容，要求要以问
题为导向，注重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语言要简明扼要。他指出，提升政府
执行力就是要建设一个与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政府工作机
制。七届省政府第二次全体会议要
重点对政府执行力进行研究，深入剖
析存在的问题和根源，不怕亮丑，触
及痛处，力争让全体政府系统领导干
部认识到在执行力上存在的不足。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陆志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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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提升政府执行力相关事宜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傅人
意）记者今天从相关部门获悉，《海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产品
加工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近日公布。《意见》提出，到
2020年，全省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突
破1000亿元。

《意见》要求，坚持绿色发展，合理
布局大宗农产品加工原料基地，打造

“原料基地+产地初加工+园区深加工”

的产业集群。支持万宁、琼海、定安、
屯昌、琼中等市县建设槟榔加工集群；
文昌、琼海、海口等市县建设椰子加工
集群；澄迈、儋州、白沙、乐东等市县建
设橡胶加工集群；海口、定安、临高、
三亚等市县建设热带果蔬加工集群；
海口、澄迈、文昌、儋州等市县建设畜
禽加工集群；澄迈、文昌、海口、临高、
万宁、儋州等市县建设罗非鱼、金鲳
鱼、对虾等水产加工集群；三亚、海

口、儋州、东方、乐东等市县建设花卉
加工集群；琼海、澄迈、琼中、定安、屯
昌等市县建设油茶加工集群。

《意见》指出，要把国内外加工企业
在我省新建的农产品加工项目优先列
入省重点项目，给予优惠扶持政策。制
定实施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奖补政策，
对形成新产能的新（扩）建农产品加工
项目，年产值达到1亿元以上的企业，一
次性按当年新增产值的2%给予奖励。

我省大力推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力争到2020年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破千亿元

我省年内将投
近8000万元
建蔬菜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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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港怎么建：
筑平台 实产业 招人才——

郑永年眼中的
“新加坡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