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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工商
行政管理局
关于进一步下
放登记权限相
关工作的公告

为充分发挥基层单位就近服务
群众和企业的优势，进一步简政放
权，推进登记注册便利化，提高行政
服务效能，方便企业办事，自2018
年7月1日起，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下放企业登记权限。即日起全省
各市县工商局承接下放企业的登记
业务。详情请登陆海南省工商行政
管 理 局 官 网（http://aic.hainan.
gov.cn/）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海南）》（http://hi.gsxt.
gov.cn/index.html）查看。

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65203055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8年6月29日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日致电在毛里塔尼亚首
都努瓦克肖特举行的非洲联盟第31
届首脑会议，向非洲国家和人民热烈
祝贺会议的召开。

习近平指出，非洲联盟是非洲联
合自强的旗帜。非盟积极推进非洲
一体化进程，非洲国家在重大国际和

地区问题上继续用一个声音说话，维
护和平与安全能力不断提升。衷心
祝愿非盟引领非洲国家不断取得新
的更大成就。

习近平强调，今年9月将举行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会议以“合作
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
共同体”为主题，中方将同非方携手

努力，把峰会主题同中非共建“一带
一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非盟《2063年议程》及非洲各国
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推动中非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我期待
同非方领导人在北京共襄盛举，共商
中非合作发展大计，为增进中非人民
福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习近平致电祝贺
非洲联盟第31届首脑会议召开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符总）
日前，省政协七届九次党组（扩大）会议暨七届七次主
席（扩大）会议在海口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毛
万春主持会议并讲话。

毛万春指出，政协干部一定要提高政治站位，吃透
全国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座谈会和政协第十三届全
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精神及相关文件精
神。全省政协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
建设、党风廉政建设上要坚持党建引领，以党建工作水
平提升促政治协商成效、民主监督成效以及参政议政
成效；政协工作要做到不忘初心、维护核心、服务中心、
贴近民心、凝聚人心、勠力同心；同时，要逐步建立省政
协各专门委员会的分党组，发挥好省政协各党支部战
斗堡垒作用，以过硬的作风和铁的纪律为政协事业兴
旺保驾护航。

毛万春强调，全体政协干部必须增强思想自觉，坚
持问题导向，杜绝“懒惰、虚假、扯皮、浮躁”现象，通过制
度保障和有效执行落实好各项工作。他表示，省政协要
严格执行《政协海南省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委员、常
委出席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考勤工作的规定（试
行）》和《政协海南省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委员、常委
考核工作的规定（试行）》，通过具体工作抓作风建设，提
升省政协工作质量和效率，发挥好政协职能，推动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建设。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座谈
会、全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精神；传达学习
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
当新作为的意见》文件精神，部署省政协落实“三项制
度”、激励干部新担当新作为相关工作；会议审议通过了
省政协七届二次常委会暨全省政协系统党建工作交流
会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省政协七届二次常委会议于
7月29日在海口召开；审议通过了有关制度规定。

省政协副主席马勇霞、李国梁、史贻云、王勇、吴岩
峻、陈马林、蒙晓灵、侯茂丰，秘书长王雄出席会议。

省政协七届九次党组（扩大）会议
暨七届七次主席（扩大）会议
在海口召开
毛万春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赵优）6月29日，中国旅游研究院、
携程旅游大数据联合实验室共同发布的《2018年暑期
旅游大数据预测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今年暑
期游客人数和花费将持续增长，有望成为全年旅游高
峰。在“暑期跨省游最具人气省份”榜单中，海南位列
第一，成为最具人气跨省游省份。

中国旅游研究院按季度开展的中国城镇和农村居
民出游意愿调查数据显示，三季度居民总体旅游意愿
高达86.4%，不管是港澳台游、出国游，还是近郊游、跨
省游，选择8月出游的比例最高。6月份全国各地将出
现高温天气，避暑成为暑期旅游的第一大动机。

《报告》发布了2018年暑期国内游省份和城市榜
单。“暑期跨省游最具人气省份”榜单显示，海南、云南、
四川、广西、浙江、湖南、福建等为最具人气跨省游省
份。从排行看，海岛、山岳、草原等避暑目的地的预订
量持续走高。“最受欢迎和游客选择最多的城市”榜单
显示，三亚、北京、桂林、昆明、厦门、丽江、张家界等为
最具人气的目的地城市。

根据《报告》，今年暑期旅游市场供需两旺，消费者
的需求也不断升级，愿意在旅游上支出更多。根据携
程平台上100多万种跟团游、自由行等产品的价格与
预订情况，预计暑期游客人均消费将达到4000元，比
2017年暑期多花15%。

《2018年暑期旅游大数据预测报告》显示

海南位列“暑期跨省游
最具人气省份”榜单第一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短评

好消息竞赛好消息竞赛

本报保城7月1日电（记者贾
磊）6月30日晚，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加茂镇共村驻村第一书记隋
耀达在海口一家医院做完身体检
查，就连夜开车从海口赶回共村。
当记者联系上回到共村的他时，已
经是晚上10点多。他告诉记者，像
这样晚上从海口赶回共村，对他来
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据了解，隋耀达是省妇联副调
研员，2015年7月由单位派驻保亭
加茂镇共村担任第一书记。共村
有177户村民，其中近1/3是贫困
户，是保亭远近闻名的贫困山村。
为了帮助贫困村民发展产业脱贫
致富，隋耀达想方设法找来资金帮
助村里建设黑山羊养殖基地。
2016年11月，基地建成，全村50
户贫困户入股。目前，基地已有

300多只黑山羊入栏。
共村村委会书记黄开照告诉记

者，从担任第一书记那天起，隋耀达
就一心扑在共村的扶贫工作上。黑
山羊基地人手紧，他的父亲隋德洪
听说后主动要来共村帮忙做事。
2017年9月，退休在家的隋德洪来
到共村加入儿子的扶贫事业。

“隋老伯在养殖基地的时候，
既是厨师，也是工友。平日里隋书
记和我们一起干活，打草、喂羊。
隋老伯就给我们义务做饭，是我们
的‘大厨’。”村民黄进成告诉记者，
热情开朗的隋德洪干的活儿越来

越多，后来已经成为一名养羊“熟
练工”。令人感动的是，隋德洪一
直是义务劳动，至今分文不取。

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25日，
隋德洪在买菜路上被车撞了，已住
院治疗1个多月，现在还未出院。
隋耀达既挂念父亲的病情，又不想
落下村里的扶贫工作，便经常两头
来回跑。让人想不到的是，隋耀达自
己也要住院了。他告诉记者，近日他
被检查出颈动脉夹层撕裂，医生警
告再不做手术，就会有生命危险。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排
除一切困难坚持走下去。”隋耀达

对记者说，面对病床上71岁的老
父亲自己心有愧疚，但村里扶贫工
作繁重，他要早日治好病重返工作
岗位。

“隋耀达2016年被评为我省
优秀第一书记。他是我们县扶贫
干部的模范，不仅办法多，而且投
入感情深，扶贫工作做得很扎实。”
今天下午，保亭县扶贫办副主任林
良对记者说。他讲述了一个细节：
为发动贫困户养殖黑山羊，隋耀达
先后5次组织干部村民到其他市
县去考察养羊产业，形成的可行性
报告厚达40多页。

保亭加茂镇共村驻村第一书记隋耀达带着老父亲扎根贫困村干实事

扶贫“父子兵”真情洒山村

对于隋耀达父子，群众争说着
他们的好，何以如此？正是因为他
们对群众有感情，对工作有热情，
真心真意帮助群众摆脱贫困、发家
致富。

作为第一书记，隋耀达有真
心，在加茂镇共村一呆就是3年，努

力工作，没有怨言，与群众打成一
片；有真情，不但自己扎根基层，还
动员父亲一起扶贫；用真力，不仅发
展了黑山羊产业，还想方设法丰富
群众的生活。带着感情驻村，扑下
身子扶贫，他不愧是扶贫的先进。

脱贫攻坚，一头牵着干部，一

头连着百姓。干部是真心扶贫，还
是虚浮应付，百姓心里都有一杆
秤。扶贫不走心，难得百姓心。我
们期待，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扶贫
干部都能用心用情用力扶真贫、真
扶贫，期望扶贫干部都能让百姓想
之、念之、赞之。

用心用情的扶贫先进

B01-B16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操
练）省政府日前印发关于做好第四次全
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对我省第四次
全国经济普查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既是一项重
大的国情国力调查，也是一项重大的
省情省力调查。通过普查，完善覆盖国
民经济各行业的基本单位名录库及部
门共建共享、持续维护更新的机制，进
一步夯实统计基础，推进国民经济核算
改革，推动加快构建现代统计调查体
系，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科学制定中长期发展规
划、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

根据部署要求，各市县政府和洋
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要设立相应的普
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加强领导，认
真组织好本地区的普查实施工作，及
时采取措施解决普查工作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要充分发挥街道办事处和
居民委员会、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
的作用，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积
极参与并认真配合做好普查工作。

我省部署第四次
全国经济普查工作

B05 | 为海南写“岛歌”的人走了

B06/07 | 红色徽章逸事

B08/09 | 摄影大师原是资深生活家

新 闻 / 新 知 / 新 生 活

高端悦读读物

第450期
2018年7月2日 星期一

逢周一出版

B02-B 04

琼
岛
佳
果
本
天
成

官
方
博
客http://blog.sina. com

.cn/hainanzhoukan

微
博http://t.sina. com

.cn/hainanzhoukan

7月1日，琼海椰子寨战斗主题雕
塑下，来自琼海潭门镇3个村委会的
党员，面对党旗，举起右拳，庄严重温
入党誓词。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通讯员 陈香蓉

重温誓词
不忘初心

■ 本报记者 李磊 陈蔚林

30年前，“十万人才过海峡”，各
路人才奔向大特区推动海南开发建
设。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党中央
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争创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并
向全世界郑重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
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
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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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
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中央12号文件）精神，5月
13日，我省发布了《百万人才进海南
行动计划（2018—2025年）》（以下简

称《行动计划》），再次向天下英才发
出召唤。

《行动计划》出台一个多月来，我
省通过构建更加开放的引才机制，培
养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全面提升
人才服务保障水平，通过招才引智与
本地人才培养双管齐下，让各类人才
在海南各尽其用、各展其才。

让习总书记和党中央对
海南人才工作新部署落到实处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庆祝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时的重要
讲话中，殷切嘱托海南：“海南要坚持
五湖四海广揽人才，在深化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上有突破，实行更加积
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
创新人才培养支持机制，构建更加开
放的引才机制，全面提升人才服务水
平，让各类人才在海南各尽其用、各

展其才。”
同时发布的中央12号文件在31

条措施中，专门用4条讲人才问题，强
调要创新人才培养支持机制，构建更
加开放的引才机制，建设高素质专业
化干部队伍，全面提升人才服务水平。

在研究制订《行动计划》时，省委
书记刘赐贵连续召开3场人才座谈
会，广泛听取高校师生、科研机构和
企业等各方面对完善海南省人才制
度的意见建议，为制订《行动计划》定
方向、明路径、提措施。省长沈晓明
提出许多重要的指导性意见。

5月6日下午，刘赐贵主持召开专
题会议，深入讨论“百万人才进海南”
行动计划，明确强调实施行动计划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的具体行动，是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全面提
升海南人才整体素质的需要，具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份经充分听取意见建议并反
复研究论证的《行动计划》，在5月13
日召开的省委七届四次全会上顺利
通过。

5月13日晚，省委、省政府专门召
开《行动计划》新闻发布会，省委副书
记、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军主
持发布会并作为主发布人，对《行动计
划》进行了全面介绍和深入解读。

《行动计划》发布的第二天，沈晓
明就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
有关人才配套政策。他强调，人才是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定性因
素，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中央12号文件和
省委七届四次全会精神，以满腔的热
情和细致的工作，把“百万人才进海
南”行动计划细化、实化。

以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
有效的人才政策广揽英才

今年5月，海南省委宣传部（省
网信办）下属事业单位向全国公开招
聘15名工作人员，截至日前报名工
作结束，共有2500余人报名。报名
者中，许多人来自广东、河南、山东、

黑龙江、湖南等省份，其中不仅有来
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等“985”“211”大
学的毕业生，还有多名海外留学生。

5月份，针对自贸区管理人才紧缺
状况，海南面向全国发出求贤书，600
名党政紧缺人才岗位报名也呈现了火
爆的场面。至5月31日报名截止，共
有1.4万余人报考急需紧缺岗位。

人才聚集的火爆场面，在6月23
日至27日我省连续举行的三场“招
才引智”专场招聘会上重现。

三场招聘会吸引了大量留学归
国人员、硕博毕业生等高素质人才。
毕业于澳大利亚中央昆士兰大学的

“海归”人才张玉姣和毕业于澳大利
亚格里菲斯大学的李楠是一对海归
夫妻，他们专程从现居住地上海飞至
海南，参加了三场招聘会，最终在27
日的那场招聘会上与我省一家知名
企业达成就业意向。

招聘会结束后，主办方通过对现
场应聘人员的抽样调查发现，不少
外省应聘人员和那对海归夫妻一
样，为参加招聘会专程从外地飞至
海口，并在招聘会上找到了心仪的
单位， 下转A02版▶

我省实施“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招才引智和本地人才培养双管齐下

聚四方之才 促海南发展
海南自贸试验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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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万人才进海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