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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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省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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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9月2日电（记者林诗
婷）9月2日下午，三亚召开市委常委
会会议，市、区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
参加，传达学习贯彻省委七届五次全
会精神，要求全市上下各级统一思想、
学深悟透，并结合市情，认真筹备、部
署下阶段相关行动计划与战略规划，

更加精准、更加扎实、更大力度推进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等重要工作。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严朝君
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全文学习了省委书记刘赐贵
在省委七届五次全会上的讲话、省委
七届五次全会决议。会议指出，在习

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号文件精神的指引下，打赢脱贫攻
坚战、推动乡村振兴、解决好海南的

“三农”问题，将为加快自由贸易试验
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打下
坚实基础，是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关

键举措。
会议要求，三亚各级要认真传达

学习贯彻省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充
分了解掌握《海南省打赢脱贫攻坚战
三年行动计划》和《海南省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2018-2022年）》两个重要文
件的精神内涵，并结合三亚实际，认真

筹备相关行动计划和战略规划，研究
有针对性的部署和安排，着力推进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同时，
要抓好我省打赢脱贫攻坚战问题整改
大比武的问题整改工作，围绕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方面，全力做好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三亚传达学习贯彻省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

精准扎实大力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

本报海口9月2日讯 几天来，我
省各厅局、各市县、各部门召开传达学
习省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的会议，原
原本本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刘赐贵在全
会上的讲话、全会决议以及《海南省打
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海南省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等。各厅局、各市县、各部门表示，拼
搏实干，一心为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努力争创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而不
懈奋斗。

省规划委

9 月 2 日，省规划委员会召开
2018年度第十九次委党组（扩大）会
议。会议提出，一是抓紧推进南繁科
技城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规划的编制和
审批实施，加快推进全球动植物种质
资源引进中转基地有关规划建设工
作。二是健全空间规划体系，在完成
市县总规编制基础上，推动镇村规划
编制，推动空间规划与产业规划有机
融合，优化村镇“五网”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均等化布局。三是持续开
展农村新建住房高度不得超过椰子树
的管控和“两违”整治工作，露头就
打。四是大力推进美丽海南百镇千村
建设，按照“小尺度、融自然、承乡愁”的
原则，加强农村风貌管控和引导，保护
历史文化建筑和古村落，大力改善提升
农村人居环境。五是抓好定点扶贫文
昌凤尾村结对帮扶工作，以产业扶贫为
抓手，以贫困户稳定增收脱贫为目标，
做到变“输血”为“造血”，解决贫困群众

“脱贫”“返贫”问题。

省农业厅

9月2日，省农业厅召开党组（扩
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七届五次全会

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贯彻落实工
作。会议指出，省委七届五次全会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
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体现了省
委、省政府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打
赢脱贫攻坚战高度重视，全厅上下要
把工作细化、量化、具体化并狠抓落
实。会议要求，全厅上下近期要抓好
以下工作：抓紧起草《产业扶贫三年行
动计划》，研究如何进一步促进农业发
展与产业扶贫无缝对接、推进产业扶
贫信息化建设；研究如何进一步促农
增收；提高土地确权颁证率；尽早部署
冬季瓜菜种植，做好技术指导、标准化
生产、产销对接；及时跟踪督察涉农资
金支出情况等。

省林业厅

9月1日下午，省林业厅召开传达
贯彻省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大会。会
议分析了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
海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紧迫性、艰巨性，强调以绿色引
领乡村振兴是一场革命，林业义不容
辞，责无旁贷。会议要求，全省林业系
统要提高政治站位和思想认识，牢固树
立和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发挥林业在乡村振兴和脱贫
攻坚中的优势和潜力，探索绿水青山
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实现路径，在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中，
用战斗的姿态保护好绿水青山，加快
推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将
林业产业作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
山的重要载体，发挥林业生态扶贫优
势，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省社科联（省社科院）

9月2日，省社科联（省社科院）召

开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专题传达学
习省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会议要
求，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刻领会全会精
神，把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与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目标任务紧密结
合起来，把省委的决策部署与社科研
究、课题立项、成果评审、论坛谋划、社
科普及和社团管理等工作紧密结合起
来。要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
要求，继续全力帮扶驻点贫困村打赢
脱贫攻坚战。要发挥全省社科界的智
库作用，主动服务决策需要和基层需
求，努力提出适用、够用、好用的政策
建议和实施方案，为我省打赢脱贫攻
坚战、实现乡村振兴、建设美好新海南
提供智力支撑。

海垦控股集团

9月2日下午，海垦控股集团召开
党委会。会议强调，海南农垦要加大
经营发展力度，推进产业振兴，逐步从
政策性盈利转向经营性盈利；积极“走
出去”，天然橡胶产业、胡椒产业加快
布局海外步伐，不断增强海南农垦国
际竞争力；充分利用海南农垦南繁育
制种产业平台，将资源优势转变为产
业优势，放眼全球市场发展种业。会
议要求，持续切实履行产业扶贫责任，
巩固脱贫成果，争取今年年底实现垦
区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要对30万亩土
地作为生活保障田用于安置约4.4万
名在册无岗职工及并场队职工居民的
情况进行督查落实，确保职工利益；深
入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大行动，加强职
工精神文明建设，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和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五指山

9月 2日，五指山市召开市委常

委会会议，就学习贯彻落实省委七
届五次全会和省委书记刘赐贵讲话
精神进行部署。会议认为，省委以
全会的形式专题研究部署我省打
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和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充分体现新形势
下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极端重要
性和紧迫性，充分表明省委、省政
府进一步推动海南农业农村发展
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全市各
职能部门要结合实际，抓紧研究制
定贯彻落实具体措施，同时各相关
单位要不等不靠，边研究边部署边
抓落实。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
持续开展扶贫领域作风大整治，不
断强化作风建设，实实在在作出工
作实绩。

乐东

9月2日下午，乐东黎族自治县委
举行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
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并对下一阶段
的重点工作进行部署。会议要求，要
统筹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
加大工作力度，强化政策保障，努力实
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
一，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
制和政策体系。县扶贫办要结合全
县工作实际，及时制定该县脱贫攻坚
三年行动计划，并牵头各部门实施好
十大扶贫工程，精准帮扶到户到人；
住建部门要牵头各镇按照“5项直观”
要求，圆满完成2018年1500户贫困
户的危房改造任务和750户低保户
的危房改造任务；组织部门要坚持
扶志与扶智相结合，继续办好电视
夜校，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县纪委监
察委和5个督查组要坚持零容忍的
态度严惩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坚决
落实好“五个绝对不允许”，确保扶
贫领域风清气正。

昌江

8月31日晚，昌江黎族自治县连
夜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省
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会议指出，省
委七届五次全会审议通过的《海南省
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和《海
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明确了目标任务措施要求，对于
昌江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助力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具有
重要意义。昌江是海南生态核心区，
推进乡村振兴大有可为、大有作为，昌
江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要以加快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和全域旅游发展为抓
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党员担当，
层层压实责任，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
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农业全
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保亭

9月2日上午，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召开第13届县委常委会第83次
（扩大）会议，学习省委七届五次全会
精神。会议指出，全县党员干部要认
真贯彻落实，突出抓好重点工作，全力
推动省委“三农”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
在保亭落地见效。要把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与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结合起
来，强化衔接、持续推进，尽锐出战、务
求实效，为解决好保亭的“三农”问题
打下坚实基础。县扶贫办、县农办等
部门要提前谋划，及时组织最精干力
量，不折不扣地按照省委、省政府及
保亭县委、县政府确定的刚性指标、
任务和要求，尽早尽快研究制定具体
的实施方案。

（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我省各厅局、各市县、各部门传达学习省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

拼搏实干 建设富美乡村

本报海口9月2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海南日报记者9月2
日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了解到，全省
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三年攻坚战今
年6月初启动至今，我省共查处各类
道路交通违法行为70万余起，其中货
车超载2436起，非法改装2377起，对
超限超载交通违法行为形成强有力的
震慑作用。

“7月3日，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公安
厅联合印发《海南省治理车辆超限超载
联合执法常态化制度化工作实施方
案》，进一步严格规范治超检查和处罚
行为，推进我省交通运输和公安部门治
超联合执法工作常态化制度化。”据省
治超办主任刘闯介绍，8月23日，海南
省联合治理货车超限超载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决定组建成立3个联合执法
治超机动队，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货车非
法改装和超限超载专项治理行动。

据了解，我省公安交警部门在当
地治超办的统一部署下，积极配合交
通、公路、国土、工商、水务等部门，加
强对辖区沙场、石场、水泥厂、混凝土
搅拌站、港口等货物集散地、装卸现场
的管理，明确并公布重点货运源头单
位，责令所有货运源头单位安装称重
检测和视频监控设备，实现对车辆“进
场、开票、计重、装载、出场”5个环节
的全过程监管，并联合交通部门开展
不定期巡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从源头杜绝超限超载车辆

上路行驶。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三
年攻坚战启动以来，我省公安交警部
门联合交通等部门深入运输企业175
个，共排查安全隐患155处，排查隐患
车辆1667辆。

“全省交警部门积极联合交通、路
政、安监等职能部门开展治超专项整
治行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严查超
限超载违法行为。”省交警总队相关负
责人透露。

加强科技支撑，促进信息共享。
我省已在G98高速公路设立两处车
辆超载非现场抓拍系统，实现货运车
辆自动检测、车辆轴型和装载标准自
动识别、违法超限超载信息自动记
录。省公安交警部门通过与公路、交
通等部门的信息交换和共享，对超载
货车运行路线进行时空分析，实现自
动识别和精准查纠，减少路面检查频
次，提升执法效率。

同时，为切实加强货运车辆超限
超载专项治理工作，我省公安交警部
门按照“路长制”工作的勤务制度，切
实合理部署警力，加强路面管控，提高
执法效率。

洋浦公安局结合“路长制”工作 ，
建立24小时不间断设卡检查制度，分
别在洋浦大桥北侧、洋浦港5门岗、一
号关口设立了专项整治点，整治货车
超载超限、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自7
月24日起查处违法行为113起，暂扣
车辆57辆次。

8月29日，五指山市交警大队在
五指山市阿驼岭、海榆中线、通畅路等
主要货车途经线路，设立临时执勤

点，加大对货车的检查力度，特别是
对混泥土罐装运输车辆、水泥熟料罐
装运输车辆、碎石河沙运输车辆以及

各类建筑材料非法超限运输车辆进
行拦截检查。据统计，当日共查处9
辆违法货车。

市县部门联动 严查超限超载
今年6月初至今，全省查处货车超载2436起、非法改装2377起

交通安全三年攻坚战进行时

三亚整治城镇非法排放污水乱象

持证排水 定期监测

本报三亚9月2日电（记者林诗婷）未取得排
水许可证，排水户不得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
水。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政府获悉，三亚于日
前全面启动未经许可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问
题整治工作，联动各区综合执法、住建、税务、环保
等各相关部门，整治用水单位无排水许可证问题，
加强对排污单位排污情况的监测管理等，并将建
立排水监测档案，推行销号制度，强化督查督办，
全方位呵护生态环境。

数据显示，2017年，三亚用水单位（不包括个
人）共3289户，用水量共5811.32万吨，仅有131
家用水单位持有有效的排水许可证，占三亚用水
单位总量的4%。根据要求，三亚市用水单位未
取得排水许可证的，不得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
水。此次整治工作中，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
条例》的有关规定，三亚市、区各相关部门对无排
水许可证的3158家单位进行整治，责令其停止违
法行为并补办排水许可证，并处50万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亚明确要求，今年年底前，
所有用水单位必须取得有效的排水许可证，并建
立排水监测档案。

同时，为进一步改善环境问题，三亚将联动多
部门加强对排污单位排污情况的监测，根据《城镇
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加
强对排污单位的排放口设置、连接管网、预处理设
施和水质、水量监测设施建设和运行的指导和监
督，委托具有计量认证资质的排水监测机构定期
对排放污水的水质、水量进行监测。

中国电信在海南启动
5G试点网建设

本报海口9月2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毕
惠玲 王斌）日前，中国电信海南公司（以下简称海
南电信）在海口举行“5G规模组网建设及应用示
范工程”启动会，至此，中国电信在海口、琼海两个
城市的5G试点网工程建设正式拉开了帷幕，也
标志着海南5G试点网建设正式启动。

2018年1月，国家发改委批复中国电信为琼
海市5G规模组网建设及应用示范工程的运营
商。同年6月，科技部作为国家重大专项批准中
国电信在海口进行5G试点网建设。在海南省政
府印发的《海南省信息基础设施水平巩固提升三
年专项行动方案（2018-2020年）》中，明确要求
电信基础运营商提前规划5G网络，大力推进全
省5G网络建设落地。

据介绍，在海口，海南电信5G网络将主要覆
盖创新孵化园区、科技城等高新科技企业聚集区
域，大力助推海口加快互联网总部经济基础建
设。在琼海，5G试点网络主要覆盖博鳌亚洲论坛
年会会址区域，将有利于在论坛年会期间开展业
务应用演示，让与会嘉宾感受5G魅力，快速向世
界传递和展示我国5G研发成果。

9月1日，海口美兰机场附近，海口公路局工作人员对路面非法超限超载的司机和车辆进行检查。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琼中1600多名干部
当起“村里人”
◀上接A01版

海南日报记者连日走访了和平、中平、上安、
黎母山等多个乡镇村庄，每个有脱贫任务的贫困
村，都有长期驻村，夜晚与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
的扶贫工作队。“扶贫队员就像村民的家人，谁家
的老人病了，他们负责送医；谁家的小孩子厌学，
他们登门劝说，太细致了。”长沙村的脱贫户郑文
乾说。一个月前，郑文乾就是在扶贫干部的帮助
下，加入了种鸽养殖合作社。

教育补贴是否发放到位？扶贫手册填写有没
有纰漏？新买的小羊仔是否健康？扶贫工作中可
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扶贫工作队员都不放过。贫
困村民碰到难题，扶贫工作队员都一对一想方设
法解决。琼中县委书记孙喆表示，“只有和贫困村
民建立起牢固感情，取得他们的信任，激发出他们
的脱贫动力，才能帮助贫困村民尽早脱贫。”

在全省脱贫攻坚问题整改大比武活动中，琼
中围绕“突出重点、分类施策、建立台账、逐条销
号”的问题整改思路，已整改完毕6大类16个问
题。此外，琼中进一步改进县领导干部的工作机
制，要求5个工作日县领导至少下村2天、帮扶干
部至少3天、乡镇干部至少4天，全县三分之二以
上的帮扶干部驻村过夜，双休日所有县领导、帮扶
干部、乡镇干部至少1天驻村过夜。

省农信社举行“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主题教育培训班

本报定城9月2日电（记者王培琳 实习生林
美余 通讯员袁国华）近日，省农信社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
件精神暨“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主题教育培训班
在定安母瑞山革命根据地进行。

培训中，省农信社120多名党员干部历经了
一次完整的革命历程体验和心灵洗礼之旅，重走
红军路，寻访革命遗址，参观琼崖革命历史展，聆
听八旬高龄老党员讲述琼崖纵队战士在艰苦岁月
中的奋斗历程。省农信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利光
秘结合海南农信实际，为全体学员讲了一堂鼓士
气、励斗志的生动党课。

农信社如何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进程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
利光秘表示，省农信社要从提高政治站位、有效服
务“三农”、重点做好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提升农信
执行力、积极推动社会文明大行动、抓好基层党建
和反腐倡廉等6个方面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