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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海南）
美丽乡村发展大会
2018年9月28日—30日

中国·海南·陵水22DAY

9月6日—9日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今日

本报海口 9月 5日讯（记者周
元）9月5日上午，海南省残疾人联合
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海口召开。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出
席会议并在讲话中指出，残疾人事业
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文明工程、光彩
事业，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各级残联
组织和广大残疾人事业工作者要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做好
残疾人工作，努力让全省广大残疾人
过上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更高质量
的生活，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
建设美好新海南打下更坚实基础。
中国残联副主席王新宪致辞。

刘赐贵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
府、省政协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
贺，向全体代表和全省广大残疾人及
亲属、残疾人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刘赐贵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海南残疾人
工作取得的成效，要求全省各级党委
政府、各级残联组织对照新形势、新任
务、新要求，压实责任，锐意进取，奋力
开创海南残疾人事业发展新局面。

刘赐贵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切实增强做好残疾人工作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海南50多万残疾人
是最需要民生保障和社会帮助的困
难群体，全省要从增强“四个意识”，

落实“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尽职尽责、
尽心尽力做好残疾人工作。要始终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提高残疾人基本
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打赢残疾人精准
脱贫攻坚战，完善残疾人公共服务设
施，维护残疾人各项合法权益，不断
增进残疾人福祉。

刘赐贵列举了近年来海南残疾
人自强不息、担当奉献的感人事迹，
鼓励残疾人在推进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中
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作出积极贡献。

刘赐贵要求，残联组织要始终坚

持改革创新实干，切实加强自身建
设，不断增强服务本领，让“残疾人之
家”更温暖、更可靠。各级党委政府
要高度重视并强化对残疾人工作的
领导，及时研究解决残疾人事业发展
中的重大问题，切实解决各级残联和
广大残疾人的实际困难，推动形成全
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
良好风尚。

王新宪在致辞中表示，海南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积
极主动创新实践，为全国残疾人工作
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希望残联组织
紧紧围绕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
性、群众性这条主线，团结和带领广

大残疾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充分发
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和党委政府有关
部门一道坚决打赢贫困残疾人脱贫
攻坚战；重视加强基层残疾人组织建
设，提高基层为残疾人服务的能力，
推动新时代海南残疾人事业取得更
大的成绩。

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会议，省
委副书记李军主持会议，省领导王瑞
连、胡光辉、蓝佛安、肖莺子、肖杰、许
俊、苻彩香出席会议。

会上，省残联第六届执行理事会
理事长符永代表省残联第六届主席
团作工作报告。

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

努力让全省广大残疾人
过上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更高质量的生活

刘赐贵讲话 王新宪致辞 毛万春出席 李军主持

我省住房公积金“互联网+”
信息系统改造升级

异地转入等5项业务
将可在线办理

本报海口9月5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范杰科）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将于9月8日至9日进行住房公
积金“互联网+”信息系统改造升级（以下简称升级），
本次升级后，系统新增5项在线办理业务。

此次信息系统改造升级，是为进一步落实住房公积
金“放管服”改革要求，推进全流程互联网“不见面审批”
改革，将在9月10日完成上线。升级完成后，省住房公
积金管理局手机APP和网上办事大厅将新增单位缴存
比例调整（调高）、异地转入业务、缩短还款期限、还款方
式变更、还款账号变更共5项业务功能，住房公积金缴
存单位、缴存职工可在线办理上述业务。

原有线上业务流程也得到进一步优化，退休提取、
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提取、对冲还贷业务共3项业务
可实现24小时自主办结，大幅缩短缴存职工办理上述
业务的办理时间。信息系统升级后，还将对住房公积
金还贷提取业务和对冲还贷业务增加控制规则，切实
保障缴存职工权益。

本报丹东9月5日电（记者王槐
毓）9月5日，以“新融合 新态势”为
主题的第十一届中国传媒经营大会
在辽宁省丹东市举办，会上，被誉为
中国传媒市场“风向标”的“2017-
2018中国报刊经营价值排行榜”发
布，海南日报跻身“全国省级日报十
强”第三名，连续多年蝉联“全国省级

日报十强”。
此次大会由中国传媒经营大会

组委会主办、丹东日报社承办。会上
发布的中国报刊经营价值排行榜以

“评价中国报刊经营价值、展示中国
传媒竞争实力、影响和引导广告主投
放行为”为宗旨和目的，是对我国传
媒价值的一次全面评估和权威发布。

本届排行榜分为全国省级日
报、全国城市日报、全国都市报、全
国晚报、全国报刊融合创新、全国
报刊业新媒体等榜单发布。全国
130家报刊社（集团）在愈加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跻身强势媒
体行列。

目前，海南日报已成为拥有报

纸、杂志、网站、视频、电子屏、手机
报、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十余种载
体、数十个终端的媒体集群，实现由
一份报纸转变成为全媒体形态的“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经营方阵”。

海南日报还成立全媒体运营中
心，形成了“报纸+新媒体+活动”的媒
体经营集群和多媒体营销平台。

“2017-2018中国报刊经营价值排行榜”发布

海南日报位列全国省级日报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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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州9月5日电（记者况昌
勋）9月5日，第十二届泛珠三角区
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在
广州举行。省长沈晓明率省政府代
表团参加。

本届论坛暨经贸洽谈会由“9+2”
各方政府共同主办，广东、江西两省
政府共同承办，以“共享湾区机遇
开放创新发展”为主题，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发展战略，共
商泛珠区域合作发展大计。开幕式
上，泛珠“9+2”省（区）联合发起了

“数字泛珠”行动，共同提升泛珠区
域在“互联网+”、电子政务、智慧社
会、数字经济、大数据等领域的发展
应用能力和交流合作水平。

随后举行了论坛对话，泛珠各
方行政首长和学界、商界代表以

“湾区×泛珠—创新赋能，协同共
生”为题进行探讨。沈晓明在对话

中指出，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
验区是以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为目标的，两者的内在逻辑都是
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动能转
换。海南要在保护生态环境和服
务国家战略前提下，因地制宜培育
新兴产业，摆脱经济对房地产的依
赖。海南发挥独特的区位和气候
优势，谋划发展深海科技、南繁育
种、航天科技等“海陆空”高新技术
产业。希望泛珠各省（区）大力支

持海南发展，也欢迎社会资本来海
南投资兴业。

在2018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行政首长联席会议上，泛珠各方讨
论了合作事项。其中包括，支持海
南建设航天领域重大科技创新基
地和深海基地南方中心，加强泛珠
省（区）与海南在南繁育种、农业大
数据共享等方面的合作，加强闽粤
桂琼等省（区）在海洋产业等方面
合作，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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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晓明率省政府代表团参加

9月4日，高空俯瞰海口江东新区连接琼山大道的江东大道二期路网工程。江东大道二期目前
已完成投资8.73亿元，其中路面工程完成40%、桥梁工程下部结构已全部完成，剩余工程正在紧张
有序开展，力争今年年底全线实现功能性通车。据了解，江东大道二期西起琼山大道延长线与江东大
道（一期）交叉路口，向东连接铺前大桥。 本报记者 张茂 特约记者 梁崇平 通讯员 王聘钊 摄

海口江东大道二期有序推进
已完成投资8.73亿元

海南23名选手
入选奥运国家集训队

本报海口9月5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日报记者
9月5日从省文体厅获悉，我省今年上半年为奥运会项
目国家集训队输送了23名队员。为此，国家体育总局
来函感谢海南省文体厅，同时感谢海南长期以来对中
国体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国家体育总局在感谢函中写道，为发挥举国体制
的优势，充分调动各省区市的积极性，完成奥运会备战
任务，从2018年开始，国家体育总局将每年度分两次
统计各省区市为奥运会项目国家集训队输送运动员情
况。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对部分奥运会项目2018年1
月至6月为国家集训队输送情况进行了统计，海南省
上半年为奥运会项目国家队输送了23名运动员。

我省上半年入选奥运会项目国家集训队的23名
队员分别来自冲浪队、高尔夫球队、举重队、拳击队和
跆拳道队。他们分别是冲浪队的黄一格、黄云柯、李
弈广、林天智、刘琛、邱灼、文万程、吴世栋、赵远宏、
黄可盈、符世媛、黄莹莹、王艳艳；高尔夫球队的杜墨
含、杨杰铭、张维维；举重队的蒙城；攀岩队的林雨；
拳击队的刁剑豪、刘壮尧、麦清贤、倪哲哲；跆拳道队
的高盼。

这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入选国家队人数最
多的一年。海南竞技体育近两年加快了发展的步伐，在
刚刚结束的雅加达亚运会上，海南4名参赛选手获得了
1金1银2铜的成绩。

在海南队的项目设置上，省体育部门实行“有所为和
有所不为”的原则，集中优势力量发展我省的优势项目。
冲浪、高尔夫球、举重、拳击和跆拳道项目正是按照这种
模式设项开展。

我省第二季度城乡环境卫生
综合整治督查情况出炉

海口摘得城区农村
“双料”桂冠

本报海口9月5日讯（记者计思
佳）海南日报记者9月5日从省城乡
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
今年第二季度全省城乡环境卫生综合
整治暨“厕所革命”专项工作督查情况
结果出炉，海口市以优异的成绩摘得
城区和农村“双料”桂冠。

省城乡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
公室近日组织开展了2018年第二季
度全省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暨“厕所革
命”专项督查考核工作，对全省范围内
城区街道保洁、公厕设施设置、垃圾分
类试点工作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督查。

据悉，海口通过每日督查排名、建
立环卫工作微信群等方式加强监督问
责，建立起了日常工作督查制度，长效
管理机制和措施正在逐步建立和落实。

海南日报客户端 海南日报官方微信 南海网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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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非公经济市场主体
数量达61万余户

本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李梦
人）《海南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蓝皮书
（2017年）》（以下简称《蓝皮书》）近日
正式出炉。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
我省非公经济市场主体数量为61万
余户，占全省市场主体的91.78%。

从税收缴纳来看，我省非公经济
税收总量持续增加，截至去年底，全省
税收为1026.37亿元，其中非公经济
缴纳税收总额为848.84亿元，占全部
税收总额的82.7%。从贸易结构来
看，非公经济成为我省外贸主力，非公
企业进出口额占比近九成，截至去年
底，全省外贸企业进出口额合计人民
币652.2亿元，其中非公有制企业进
出口额583.17亿元，占进出口总额的
89.4%。

习近平分别会见多国领导人

习近平同刚果共和国总统萨苏举行会谈

团结·智慧·勇气
——习近平主席主持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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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亟须打好的
视力保卫战

海报集团
金秋车展今日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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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一市（县）两校一园”工程已引进
或正在洽谈的合作办学项目达65个

看看家门口
新添哪些好学校

B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