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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6日讯 几天来，
我省各市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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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县、各部门表
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使命光荣，责任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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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党校

9月 5日，省委党校（省行政学
院、省社会主义学院）召开会议，传
达学习省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会
议原原本本传达了省委书记刘赐贵

在省委七届五次全会上的讲话并结
合校（院）实际，就如何贯彻好省委
七届五次全会精神作了工作部署。
会议要求，各党支部要加强学习省
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教务处要动
员教研部开发相应的系列专题进课
堂，决策咨询部要发挥功能作用，围
绕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开展相关
的咨政研究。各教研部要发动教师
力量，开展好相关宣传、宣讲工作。
《新东方》杂志社要围绕“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问题，加大研究成果的
刊发力度。同时，校（院）要认真做
好脱贫攻坚工作。

省委党史研究室

9月6日，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地
方志办公室）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
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部署贯彻落实
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化党史研究，

切实发挥汇聚人心、凝聚力量的重要
作用。要加快推进党史基本著作编
撰，切实把党的红色家谱修好，用党
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
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要
加强专题研究，深刻把握党的伟大精
神的科学内涵，结合新的实践、新的
发展进行丰富升华，使其成为全省人
民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要积
极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讲好海南故
事，展示海南形象，传播海南声音。
要下大力气普及名镇志、名村志编
纂，深挖文化内涵，留住乡村记忆、重
塑乡村文化。要加大红色资源保护
开发利用力度，服务红色旅游发展。

三沙

三沙市9月6日召开市委常委
会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七届五次全
会精神。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进

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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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分认识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增强责任感、使
命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
部署；要结合三沙使命，以加强南海
服务保障能力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军民深度融合工作等为抓手，奋力
攻坚、创先争优，服务好国家战略，
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中扛起三沙担当；
要抓好干部队伍建设，打造一支高
素质、能奉献的干部队伍，集聚各方
人才，形成推动三沙建设发展的强
大合力，为守好祖国南大门、建设美
好新海南作出三沙贡献。

海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

9月 5日，海南省烟草专卖局

（公司）召开全体会议，传达学习
省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会议要
求，全省烟草系统各单位要充分认
识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性，全力以赴配合做
好脱贫攻坚工作。要按照国家烟
草专卖局提出的“共同发展”要
求，大力支持海南的经济社会发
展，继续加强雪茄烟叶种植等产业
项目帮扶，努力为我省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战略作贡献，切实扛起烟
草企业的责任担当。要结合“勇当
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以时
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勇于担当的责
任感，不断提升执行力，继续抓好
各扶贫点的帮扶工作，特别是发挥
好驻村帮扶干部的重要作用，教育
引导贫困群众改变“等靠要”思
想，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增强脱贫
致富信心。

（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我省各市县、各部门传达学习省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

奋力攻坚拼搏实干 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本报海口9月6日讯 （记者尤
梦瑜 通讯员姚嘉）9 月 6日，省纪
委省监委召开省纪委常委会和省
监委委务会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七
届五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全省
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深化专项治
理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多措
并举加强监督检查，为打赢脱贫攻

坚战、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纪律
保障。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
主任蓝佛安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要聚焦监督第一职责，进一步
强化政治监督，检查督促各级党委
政府履行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战略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党中央、
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要坚决以零容忍的态度严惩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两项重点工作中的
腐败问题，特别是惠农资金、征地
拆迁、生态环保、“三资”管理、扶
贫领域的违纪违法问题以及农村
基层涉黑涉恶腐败及“保护伞”问

题。要强化作风建设和追责问
责，对履行“两个责任”不力，不作
为不担当、失职失责，搞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的严肃问责。要将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
况纳入巡视巡察工作重点，切实
发挥巡视巡察利剑作用。在监督
执纪问责工作中，要体现严管厚

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和“四种形
态”一体推进的精神，注意激发和
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

会议决定召开全省深化扶贫领
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推
进会，就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作进一步
部署。

省纪委省监委传达学习省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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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创建海南文明岛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黄良策

“学校秉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理
念，不断丰富校园文化内涵，先后获得
过‘全国文明单位’‘中国名校’‘省级
文明单位标兵’‘全省文明校园’等称
号。”说起文昌中学，该校教师林道前
格外自豪。

据了解，这所创办于1908年的
“老牌名校”，近年来该校紧紧围绕中
央文明办、教育部下发的《关于深入开
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积

极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师生协力，
同心共筑教育梦，文明之花香满园。

校长潘正怀介绍，近年来，学校致
力于基础办学能力建设，在原有设施
设备的基础上，完成了感恩励志文化
园、文化书吧长廊、足球训练基地、教
学游泳池、恒温馆等众多具有时代气
息的文化项目工程。

作为全日制寄宿制完全中学，文
昌中学采取“人防”和“技防”相结合的
措施，添置了交通、体育、消防、防雷电
设备，确保安全保障设施齐全。与此同
时，由全体班主任、20名校警、生活指

导员、教师护校队、学生督查队等构成
的“校安”队伍，24小时轮流值班巡查。

“良好的育人环境，安全是第一位
的，这也是我们创建文明校园的应有
之义。”潘正怀说。

温文尔雅，是文中教师给人留下
的印象；自信活泼，则是文中学子身上
动人的闪光点。目前，文昌中学拥有
20多个学生社团，丰富多彩的社团活
动，营造出浓郁的校园文化氛围。

紫贝文学社指导教师梁煜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以文学社为例，社团会定
期举办文学讲座、开展读书交流会、组
织社员外出采风、开展文学知识竞赛
以及主题征文等活动，极大地丰富了
语文教学的第二课堂，也培养了一批

热爱文学的“好苗子”。
同时，文昌中学还大力推行“文明

礼仪小卫士”和“文明保洁小卫士”等文
明体验活动。学校共青团指导教师朱
晓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为倡导学生节
约粮食、文明用餐，该校成立了以学生
干部为主的“膳食委员会”，每天对食堂
卫生和学生文明用餐情况进行督查。

“通过参与活动，我们提高了对文
明的认识，懂得文明就要从身边的小
事做起，并且通过自身努力也可以感
染身边的其他人。”高二（9）班的陈子
悦同学如是说。

成风化人，润物无声。文昌中学还
注重发挥教育“爱”的力量，让“慈善爱
心”的感恩文化在校园里生根、发芽、开

花，师生们有爱心、懂感恩、享幸福，同
心共筑“最具幸福感”的文明校园。

学校教师黄良德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成立于2012年的文昌中学教育慈
善会，在社会爱心人士和企业的鼎力
支持下，每年都会组织开展表彰优秀
师生、资助贫困学生等一系列活动，

“不让任何一位学生因贫困而辍学”，
每年资助学生近600人次，每人年均
受助金额4000元。

与此同时，由学生自发成立的爱
心助学会，以“友爱、互助、奉献、希望”
为宗旨，积极开展献送爱心、扶贫助学
等活动，自2004年成立至今，资助学
生已达6000余人次。

（本报文城9月6日电）

文昌中学积极推进文明校园创建活动

同心共筑教育梦 校园盛开文明花

海南省引进
外资项目洽谈会
暨签约仪式在京举行
◀上接A01版

签约仪式前，沈晓明、毛超峰、彭金辉、沈丹阳
等省政府领导分别与德国欧绿保集团、美国泰和
诚医疗集团-安德森肿瘤中心、世界自由区、英国
默林娱乐集团、澳大利亚麦格理集团、法国玛泽会
计师事务所、美国世邦魏理仕集团、美国三五环球
集团、香港川力企划集团、美国维亚康姆集团、德
国皇家生物科技公司、宜家集团、丽星邮轮、美国
AVIS公司、澳大利亚璞乐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等
15家外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进行了一对一、面对
面洽谈，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

省领导张琦、严朝君，省政府秘书长倪强参加
上述活动。

我省对外资全面实行
准入前国民待遇
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上接A01版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实行备案制的外商投资项
目办理时限为：承诺时限3个工作日，法定时限7
个工作日。

据介绍，编制《服务指南》，这是我省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
精神的又一举措，对于海南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进
一步下放审批权限、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吸引外商
投资和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具有重要意义。

据省发改委经贸外资处负责人介绍，《服务指
南》具有以下亮点：一是将核准目录中规定由地方
政府核准的项目由省级政府下放到相应市县、洋浦
经济开发区发改部门核准。二是将所有实行备案
制的外商投资项目备案权限全部下放相应市县、洋
浦经济开发区发改部门。三是实行备案制的外商
投资项目提交的材料大为减少，一般只需网上提交
《项目备案请示》《海南省外商投资项目备案申请
表》即可，实现了“不见面”办理。

我省开通灵活就业人员
参保与缴费电子渠道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王培琳 周晓梦 通
讯员刘碧波 吴芳玲）“真方便，以后交社保费都不
用跑办税厅了。”近日，个体工商户王女士在海南省
农村信用社手机银行上进行三季度灵活就业人员
社保缴费，从申报到缴费一次操作全部完成。海南
日报记者9月6日从省税务局了解到，本月起，我省
正式新增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与缴费的电子渠道。

据了解，开通电子渠道缴费方式后，灵活就业
人员不用再去税务大厅排队缴费，通过电子渠道
自主操作就可以自行申报、缴费。现阶段我省首
先开放农信社（农商行）手机银行电子缴费渠道，
缴费人用社保卡在任何一家农信社网点开通手机
银行，就可以对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进行申
报、缴费，缴费过程不收任何手续费。此外，居民
可跨区域缴费，不再受参保区域限制，在电子缴费
渠道输入身份证号码就可以方便、准确、快捷地进
行申报和缴费操作。

工作人员特别提醒：存款到银行卡（含社会保
障卡）上不等于缴费，系统不会自动扣缴保费，需
要通过电子缴费渠道进行申报、缴费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