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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
况予以公示。

郭燕红，女，1963年10月出生，北京
人，汉族，大专学历，1984年9月参加工
作，199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
泰得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海南寰岛泰得大酒店董事、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海南省接待办公室主任、党组
书记，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
省接待办公室主任（正厅级）、党组书记。
现任海南省接待办公室主任（正厅级）、
党组书记，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拟提
名为海南省海口市政协主席候选人。

林泽锋，男，1963年9月出生，广东
海丰人，汉族，在职大学学历，高级管理人
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80年11月参加
工作，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
任解放军海南陆军预备役某部部长（正团
职）；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政府总值
班室调研员、秘书（正处级），驻广州办事
处副主任、党委委员；省人民政府驻广州
办事处副主任、党委委员，主任、党委书
记、党组书记。现任海南省委副秘书长，
拟任海南省委保密委员会专职副主任。

顾 刚，男，1977年4月出生，陕西
镇安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学博
士学位，1998年7月参加工作，1997年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三亚瑞达
置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湖南金果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北京银泰置业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海南省发展控股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浙江省宁波
市北仑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挂职锻炼），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委书记
（副厅级），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现任中共海口市委常委，海口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拟任海南省发展控股有
限公司党委委员、书记，提名为海南省发
展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人选。

刘政权，男，1963年7月出生，湖南
桃源人，汉族，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
位，高级工程师，1981年7月参加工作，
199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深圳
金融电子结算中心金融卡业务处处长、
总工程师，深圳发展银行电脑系统更新
组组长（部门总经理级）、电脑部（信息科
技部）总经理，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
讯科技总监、副行长，广东华兴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筹备组组长、行长、党委书记。
现任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党
委委员，拟任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党委副书记，提名为海南省农村信用社
联合社主任人选。

鞠 磊，男，1963年10月出生，山东
荣成人，汉族，大学学历，工学学士学位，
高级工程师，1986 年 8 月参加工作，
199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
省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副主任，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正
处级），海口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
公厅党组成员（正处级），海口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工委书记、管委会副主
任、主任（正处级），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工委书记（副厅级）。现任中共
海口市委委员，海口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拟任中共海口市委常委，海口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工委书记。

陈祥军，男，1973年1月出生，山东
日照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律硕
士学位，1997年9月参加工作，1995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海
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审判委

员会委员（副处级），海口市委副秘书长
（挂职锻炼），省纪委、省监察厅副处级干
部、党风廉政建设室副主任、政策法规调
研室副主任、第五派驻纪检组（监察室）
副组长（正处级），文昌市委常委、纪委书
记（正处级）、市监委主任。现任海南省
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指导处
处长，拟任海南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戴 贞，女，1970年 10月出生，海
南海口人，汉族，大学学历，公共管理硕
士学位，1993年7月参加工作，1999年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外事侨
务办公室领事处副处长，国际交流中心
副主任、主任，国际交流处处长，国外侨
务与港澳事务处处长；琼海市委常委（挂
职锻炼），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正处级）。
现任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党
组成员，拟任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党
组成员，省接待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

杜明娥，女，1964年6月出生，辽宁
丹东人，汉族，研究生学历，哲学博士学
位，教授，1990年7月参加工作，1987年
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通化师范学
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通化市社科联副
主席（兼），海南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副
部长、科研设备处副处长、海南师范大学
办公室主任（正处级）、副校长、党委委
员。现任海南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拟任海南省教育厅党组成员，省委教
育工委委员，省考试局局长、党组书记。

刘国鑫，男，1971年3月出生，黑龙江

桦南人，汉族，大学学历，工程硕士学位，经
济师，1994年7月参加工作，1993年11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公司海口办事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业务二部高级经
理，海南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资本信用
处调研员、处长、地方金融处处长。现任
海南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正
处级），拟任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副
主任（试用期一年）、党委委员。

卓基竹，男，1963年4月出生，海南
万宁人，汉族，大学学历，哲学学士学位，
讲师，1987年8月参加工作，1985年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直机关
工委团工委副书记（副处级）；省纪委省监
察厅第一派驻纪检组副处级纪检员、监
察员，正处级纪检员、监察员；省纪委办公
厅行政处处长、副主任；省纪委、省监察厅
第五派驻纪检组（监察室）副组长；省纪委
派驻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纪检组副
组长。现任海南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省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纪检监察组副组
长，拟任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党委
委员、纪委书记（试用期一年），提名为省
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候选人。

周湘平，女，1967年1月出生，湖南
湘乡人，汉族，大学学历，法律硕士学位，
审计师，1991年7月参加工作，1998年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省省直单
位会计管理中心（省财政国库支付局）第
二核算站站长，省财政厅法规处处长、机
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兼党组纪检组副组

长，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挂职
锻炼），省纪委派驻省国土资源厅纪检组
组长、省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现任七
届海南省纪委委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
省国土资源厅纪检监察组组长，省国土
资源厅党组成员，拟任海南海钢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委员、书记。

孙晓宁，女，1963年1月出生，陕西
甘泉人，汉族，大学学历，临床医学博士
学位，主任医师、教授，1984年12月参加
工作，199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
任海南医学院组织人事部副部长、部长、
海南省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书记、纪委
书记。现任海南省人民医院党委副书
记，拟任海南医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
年）、党委委员。

向 伟，男，1964年7月出生，湖南
花垣人，土家族，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
学位，主任医师，1986年7月参加工作，
198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
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院长助理、设备处
处长、海南儿童医学中心主任，省妇幼保
健院院长、党总支书记。现任海南省妇
幼保健院院长、党委书记，拟任海南医学
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党委委员。

张彩虹，女，1968年7月出生，湖南
永州人，汉族，在职研究生学历，医学博
士学位，教授，1986年 7月参加工作，
200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海南
医学院护理学系教研室主任，国际护理
学院副院长（主持全面工作）。现任海南
医学院国际护理学院院长，拟任海南医
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党委委员。

赵建农，男，1964年11月出生，江苏
苏州人，汉族，研究生学历，临床医学博
士学位，研究员、主任医师，1986年7月

参加工作，1999 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海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
任、主任，医务处处长。现任海南省六届
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党
委委员，拟任海南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试用期一年）。

姜鸿彦，男，1963年2月出生，黑龙
江庆安人，汉族，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
学位，主任医师、教授、研究员，1982年9
月参加工作，199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喉
科副主任，海南省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
院业务副院长兼首席专家（挂职锻炼），
省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院院长（正处
级）。现任海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党委
委员，拟任海南省人民医院院长（试用期
一年）、党委副书记。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拟任人选思
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廉政勤政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问题可以通过
来信、来电、来访、网上举报等方式进
行。举报人应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提
倡实名举报。我们将严格遵守党的纪
律，履行保密义务。

公示期限：2018 年 9 月 8 日至 14
日，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98）12380，65378954
（传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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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

公 告

本报海口9月7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
乔敏瑞）《新时代琼崖传习所》第十期节目将于9
月 8日 21：15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
21：50在旅游卫视播出。本期节目将邀请中国
城市规划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会主任、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张尚武做客，
以“脱贫攻坚小康力量 推动海南乡村振兴”为主
题展开讨论。

节目中，张尚武将通过阐述“精准扶贫”与“乡
村振兴”的密切关系，来探讨今天的乡村产业发展
等议题。同时，他还会为海南的乡村建设发展提
出自己的建议。

“勇当先锋、做好表率”·党委（党组）书记访谈

■ 本报记者 刘操

“三沙市始终把开展‘在建设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实践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
专题活动，作为当前重要的政治任
务全力推进，广大党员干部在履行
中央赋予的“维权、维稳、保护、开
发”的神圣使命中勇当先锋、做好表
率。”9月7日，三沙市委书记张军在
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开
展“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
以来，三沙紧紧围绕活动主题，系统
谋划，全市党员干部坚持学思践悟，
把专题活动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
在实践中锻造绝对忠诚的党员干部
队伍，坚决扛起守好祖国南大门的
责任担当。

学深悟透
确保专题活动全覆盖

专题活动开展以来，三沙市委高
度重视抓好习总书记“4·13”重要讲
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的学习贯
彻，市委中心组先后4次专题学习研
讨，市领导结合分管工作，各部门负

责人结合本职工作畅谈学习体会和
工作建议。

“我们制定的专题活动实施方
案紧密结合三沙工作实际。”张军表
示，三沙认真对照省委方案中提出
的10项活动内容，结合三沙没有扶
贫攻坚任务和招商项目的实际，增
加了创新党建工作助力争创国家文
明城市、省级卫生城市和全国双拥
模范城市等“三创”工作和提高全市
项目建设水平2项内容，使内容更
有三沙特色，同时也增强了活动的
针对性。

张军介绍，三沙扎实参与开展全
省“万名党员进万村讲万场”活动，深
入岛礁、船舶开展宣讲活动，组织党
员学习研讨、撰写心得体会。“确保专
题活动覆盖到每一个基层党组织和
每一个党员。”

“我们开展专题活动还与巡视
整改工作结合起来。”张军表示，三
沙对照中央、省委巡视中指出的存
在问题，认真梳理，及时建立问题整
改台账，研究解决存在问题的办法，
建立整改销号制度，列入台账中的
问题改一件销号一件，真正在整改
中见成效。

创新活动载体
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连日来，三沙把开展专题活动与
当前各项重点工作相结合，将生态文明
建设服务保障国家战略作为着力点，创
新活动载体，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张军介绍，三沙以支部为单位，
在码头、船舶、岛礁等地建立“共产党
员服务队”，如文昌清澜码头、永兴岛
码头的党员服务队利用接送船的时
机，在码头上为上下岛的群众提供便
民服务；三沙1号、琼沙3号船上的党
员利用开船的时机，组织党员到船仓
巡查，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岛礁上
的党员服务队每周到岛礁、海边水域
清理垃圾，保护海岛生态环境等。

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三沙加快
推进岛礁垃圾污水处理站建设，开展
永兴岛生态环境整治，完成赵述、羚羊
两个海岛整治修复项目验收工作。西
沙洲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大批海鸟上
岛产卵孵化，上半年监测到七连屿海
龟上岸产卵39窝。继续实施岛礁植
树绿化工程，种植椰子树1000余棵。

“岛礁社区按城市标准开展绿化

美化亮化净化彩化‘五化’建设，永兴
岛渔民今年6月全部搬迁安置到了
渔民定居点。”张军表示，三沙民生建
设也逐步改善。

张军告诉记者，三沙还认真谋划
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聚焦发力。
在应急体系建设方面，着力打造空
中、海上立体综合应急救援保障体
系，搭建起空中、海上紧急救援的生
命线，为海上船舶、人员提供应急救
援、医疗救助。上半年，协调派出救
助船舶9艘次，飞机13架次，成功救
助43人，救助成功率100%。

此外，在创建军民融合发展范例工
作中，与驻岛部队建立军地共商、科技
共兴、设施共建、后勤共保的体制机制。

强化执行力
确保专题活动取得实效

“下一步我们将在提高学习力、
谋划力、执行力上下功夫，提升专题
活动效果”。张军介绍，三沙将继续
深入开展专题活动，促进各项重点工
作开展。

在学习方面，策划开展“我心中
的三沙”专题研讨，进一步探索新形

势下三沙工作的新思考、新思路、新
举措；在谋划方面，研究出台《关于进
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创建海洋生
态环境保护示范区的实施意见》，加
强岛礁生态文明建设，使三沙的水更
清、天更蓝、岛更绿。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三沙市在
强化执行力上快马加鞭。”张军介绍，
围绕项目实施中的难点，开展项目建
设“攻坚战”，以啃硬骨头的精神，破
解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难题，按照“盆
景式”“花园式”标准，建设生态岛礁，
打造海岛军民融合精品工程。

张军表示，三沙市还要在努力打
造三沙干部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上
下功夫。坚持贯彻新时期好干部标
准，重点做好干部培育、选拔、管理、
使用工作，大力弘扬三沙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让扎根海岛为
国奉献蔚然成风，努力打造一批忠
诚、干净、有担当的干部队伍。

“我们将加强对专题活动的督导
检查，把活动开展情况纳入今年各级
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
核重要内容，确保专题活动取得实
效。”张军说。

(本报永兴岛9月7日电)

三沙市委书记张军：

扛起守好祖国南大门的责任担当

省直宣传文化系统召开专题会议

传达学习全国宣传思想
工作会议暨全国外宣工作
推进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近日，省直宣传文化系
统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暨全国外宣工作推进会精神，对贯彻落实两个
会议精神，在新形势下做好我省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进行动员部署。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肖莺子出席会议并讲
话。

会议指出，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是一个面
向新时代、开启新局面的重要会议，也是一次强化

“四个意识”、提升政治自觉的重要会议，也是一次
激发奋进力量、激励担当作为的重要会议。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的高度，深刻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宣传思
想工作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深刻阐述了
新形势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历史方位和使命任
务，深刻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战
略性重大问题，对做好新形势下党的宣传思想工
作作出重大部署。

会议要求，海南宣传思想战线要全面学习、
深刻领会和把握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重点学习和
领会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
和挑战，增强忧患意识，增强做好新形势下宣传
思想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重点学习领会、长
期坚持、不断发展中央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
践中提出的“九个坚持”；重点学习领会新形势
下宣传思想工作“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担当；重点学习领会新形势
下宣传思想工作的工作重点，练好“脚力、眼力、
脑力、笔力”；重点学习领会加强党对宣传思想
工作的全面领导，自觉把新闻宣传文化工作置
于党的领导之下，让党的旗帜在宣传思想文化
战线上高高飘扬。

会议强调，海南宣传思想战线要坚定信心，勇
当先锋，做好表率，自觉担负起新时代的使命任
务，做好当前9项重点工作，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
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
作队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营
造良好舆论氛围。■ 本报记者 罗霞 实习生 王淼

通讯员 范利锋

9月 6日晚，北京，海南省引进
外资项目洽谈会签约仪式现场高
朋满座、名企云集。现场 26 个外
资项目签约，普华永道、德勤、安
永、毕马威、戴德梁行、世邦魏理
仕、英国哈罗公学、淡马锡、英国默
林娱乐集团、美国三五环球集团、
香港太平健康集团等纷纷签下合
作项目进驻海南。

这场洽谈会，既是我省招商工作
的一次重要成果展示，也是招商引资
相关人员积极推进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
生动实践。

“全省商务干部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
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按照省委、
省政府的统一部署，以开放促改
革、促发展、促创新，为我省赢得更
多国际竞争优势和主动权，努力打
造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省商
务厅党组书记、厅长吕勇在接受海
南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省商务厅
将深入开展“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实

践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
动，用三项“硬”举措推动美好新海
南“商务快车”跑出加速度，坚决扛
起商务新担当。

坚持以考核为手段
全程抓好学习这个“硬任务”

“要开展好‘勇当先锋、做好表
率’专题活动，首先要加强政治学习，
抓实理论武装、筑牢思想基础。”吕勇
介绍，省商务厅坚持以量化考核为手
段，将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
话、中央12号文件、省委七届历次全
会精神和自贸区相关政策列为学习
重点，明确不同阶段的学习任务和考
核要求，加强理论学习。

上级对下级随时随地抽查学习
情况、每周撰写一篇个人学习心得、
每月进行一次学习研讨、每季度开
展一次闭卷考试、每半年组织一次
知识竞赛，将学习、抽查、考核的情
况纳入处室主体责任目标考核清单
……抓好理论学习在省商务厅得到
全力推进。

从成效来看，通过严格考核、量
化打分，省商务厅将理论学习这个

“软任务”变成了“硬任务”，全厅党

员干部主动学习、自觉学习的意识
提高了。

一些人在出差的路上打开“口袋
书”随时学，一些人早起学，一些人在
工作遇到难题时马上学，还有一些人
自费购买自贸区相关资料深入学，实
现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学习活
动不仅做到了全员覆盖、个个参与，
而且力求学深学透、入脑入心，极大
地提高了学习效果。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重点抓好执行这个“硬环节”

吕勇介绍，自专题活动开展以
来，省商务厅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
署和安排，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全面
梳理自身职责任务，形成责任清单、
问题清单，实行台账管理，分步骤实
施，明确完成时限，重视政策研究，强
化前期工作，努力做到政策吃得透、
问题摸得准，工作针对性和政府执行
力得到提升。

在百日大招商（项目）活动中，省
商务厅按照“以上统下、高效招商”的
工作思路，抢抓百日招商黄金期，聚
焦世界500强、行业龙头、知名品牌
企业和机构，注重引进总部企业、平

台运营企业和专业服务机构，加强国
（境）外招商，以“一对一招商”为重
点、“委托招商”为主线、“网上招商”
为平台，初步形成精准、高效、立体的

“点线面”招商体系，推动一批知名企
业进驻海南。

同时，省商务厅坚持在加强品牌
培育、推进展馆建设、提升会展服务
等方面下功夫，全力筹备中国（海南）
国际商品博览会和中国（海南）国际
品牌博览会。

针对我省推进智能店铺智慧商
圈建设没有统一标准的问题，今年
8 月份，省商务厅出台了《智能店
铺、智慧商圈建设服务标准》，同时
启动申报评定工作，有利于引导我
省企业积极发展新型消费模式，促
进消费服务质量提质增效。省商务
厅还注重跨境电商、农村电商建设，
积极推进电子商务与传统商贸业融
合发展。

坚持以开放为引领
合力抓好创新这个“硬指标”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对开放提出了明
确要求。一些工作推进难度大，期待

用好创新这一“法宝”。
省商务厅牵头负责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等文件起草工
作，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几乎
没有经验可循，既要与时间赛跑，还
要坚持高标准。面对重重困难，全
体商务干部以“时不我待、舍我其
谁”的工作态度，坚持以开放为引
领，开拓创新、勇于担当，标准与进
度齐抓，积极从省领导赴11个自贸
区、国家调研组来我省考察的调研
成果中汲取营养，广泛征求、吸收各
方面、各层面的意见，积极向有关国
家部委沟通协调，形成了一系列具
体的、有效的政策依据或工作建议，
为按时完成我省总体方案起草工作
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推动下一步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了可借鉴
经验。

“作为承担我省吸引外资、对外
贸易、对外合作等重要开放职能的牵
头部门，省商务厅深感责任重大、任
务艰巨、使命光荣。”吕勇表示，未来
将进一步聚焦旅游业、现代服务业、
高新技术产业，全力以赴推动我省种
业、医疗、教育、体育、电信、互联网、
文化、维修、金融、航运的对外开放。

（本报海口9月7日讯）

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吕勇：

三项“硬”举措推动“商务快车”跑出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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