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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发展大会
2018年9月28日—30日

中国·海南·陵水 3DAY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记者
韩洁 刘劼）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日
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
方立场》白皮书，旨在澄清中美经贸
关系事实，阐明中国对中美经贸摩擦
的政策立场，推动问题合理解决。

白皮书全文约3.6万字，除前言
外，共包括六个部分，分别是中美经
贸合作互利共赢、中美经贸关系的事
实、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美国政府的贸易霸凌主义行为、美国
政府不当做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危

害、中国的立场。
白皮书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
达国家。中美经贸关系既对两国意
义重大，也对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有
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白皮书指出，中美两国经济发展
阶段、经济制度不同，存在经贸摩擦
是正常的，关键是如何增进互信、促
进合作、管控分歧。长期以来，两国
政府本着平等、理性、相向而行的原
则，先后建立了中美商贸联委会、战

略经济对话、战略与经济对话、全面
经济对话等沟通协调机制，双方为此
付出了不懈努力，保障了中美经贸关
系在近40年时间里克服各种障碍，
不断向前发展，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
石和推进器。

白皮书说，2017年新一届美国
政府上任以来，在“美国优先”的口号
下，抛弃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等国际
交往基本准则，实行单边主义、保护
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下转A02版▶

(相关内容见B01—B05版)

中国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
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 特约记者
陈贤泽）我省日前出台《海南省改革
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根据
《方案》，到2020年，我省要基本建立
适应行业特点的全科医生培养制度
和适应全科医学人才发展的激励机
制，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2-3名合格
的全科医生。到2025年，城乡每万
名居民拥有4名合格的全科医生。
到2030年，全科医生队伍基本满足
健康海南建设需求。这是海南日报
记者近日从省卫生计生委获悉的。

扩大全科专业培训招收规模

根据《方案》，我省将支持在医学
院校设立全科医学硕士、博士学位

点。2019年起，新增临床医学和中
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计划重
点向全科专业倾斜；继续实施农村订
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计划，加强农
村基层本地人才培养；鼓励本科医学
院校向助理全科医生培训人员开展
成人本科学历教育等。

在毕业后全科医学教育制度的
建立健全方面，我省将合理分配各专
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收名额，扩
大全科专业培训招收规模，到2020

年全科专业招收数量达到当年总招
收计划的20%，并逐年增加；农村订
单定向免费培养的本科医学生毕业
后纳入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高职（专科）医学生毕业后纳入助
理全科医生培训。

全面提高全科医生职业
吸引力

《方案》提出，要改革完善全科医
生薪酬制度，要以体现包括全科医生

在内的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为导
向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并与医保
政策相衔接；允许眀确执行核定收支
等预算管理方式的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在核定的收支结余中提取不低于
60%的比例用于增发奖励性绩效，进
一步提高奖励性绩效工资占比，强化
单位绩效工资分配自主权，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基础性绩效工资比例控制
在40%以内；单位在分配绩效工资
时，应当设立全科医生岗位津贴。

在完善全科医生聘用管理办法
方面，《方案》要求，政府办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在核定的编制内要保证全
科医生的配备；对经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合格到农村基层执业的全科医
生，可实行“县管乡用”（县级医疗卫
生机构聘用管理、乡镇卫生院使
用）。对经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合格到
村卫生室工作的助理全科医生，可实
行“乡管村用”（乡镇卫生院聘用管
理、村卫生室使用）。 下转A02版▶

我省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到2020年——

每万名居民拥有2-3名全科医生

9月24日，在海口市万绿园、滨海大道一带，一轮圆月高挂天边（注：二次曝光），点缀着美丽的椰城。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本报海口9月24日讯（记
者赵优）中秋节当天，我省各大
景区景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民俗
节庆活动，以假日旅游产品带
动小长假旅游持续升温，市民
游客出游赏月，兴致高涨。

当天傍晚，众多游客聚在
海口西海岸假日海滩踏浪戏
水，处处充满着欢声笑语。在
椰林烧烤园里，市民围坐烤炉
边，聊天、赏月，其乐融融。在
骑楼老街，“最忆是骑楼·月遇
市集”中秋主题活动热闹举行，
十余家不同主题的摊位沿着骑
楼一路排开，让市民游客尽享
独特的节日味道。

三亚蜈支洲岛为游客准备
了“古诗版你画我猜”“蒙眼吃
月饼比拼”等趣味活动，三亚大
小洞天则推出中秋祭月主题家
庭活动，让游客在海边赏月的
同时，享受与亲朋好友相聚团
圆的美好时光。与此同时，不
少市民和游客以徒步的方式欣
赏鹿回头山顶风景，俯瞰三亚
夜景，共度美好中秋。当地餐
饮企业也为本地市民和中外游
客准备了“中秋团圆饭”。

记者了解到，中秋小长假
期间，我省旅游市场以周边游、
短途游为主，乡村游、自驾游、
探亲游占据中秋节大半市场，
观海赏月、游园漫骑、品尝农家
特色美食等活动受到广大市民
游客的热捧。据统计，中秋小
长假三天，海口市A级景区及
主要景点共接待游客20.97万
人次，三亚共接待游客13.29万
人次。
(更多中秋节报道见A03版)

9月24日，在省博物馆内，市民在体验用粘土材料制作“月饼”。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9月24日晚，在海南师范大学里，来自俄罗斯、喀麦隆、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
和老师一起品尝月饼，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林晓君
通讯员 李珂

9 月 20 日下午，有着 32 年警
龄的儋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一大队民警冯军，正在儋州市第二
中学路口执勤。下班放学时间的
巨大车流量，汇聚在这个不算宽
的路口，曾让冯军每次执勤时如
临大敌。但现在，情况开始有了
变化。

“司机在斑马线前会礼让行人，
摩托车驾驶员戴上了头盔，超载的、
闯红灯的也少了，这就是文明儋州
的细节处。”冯军笑着说，他见证着

儋州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以来道路
交通的每一个变化，“如今城市面貌
有了改善，每个儋州人都能感受
到。”

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是儋州市
推动“一创两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通过社会文明大行动的开展，古
郡儋州如今逐渐形成文明有礼的
新风尚。“从道路交通到城市环境，从
市民素质到文明乡风，儋州的变化
体现在方方面面的细微处。”儋州市

“一创两建”工作指挥部创文组副组
长游宪军说，文明始于心、践于行，
儋州以文明为核心“创城”，也用文
明作目标“修心”。

城市治理，倡导文明新风尚

“以前来那大镇新风路，小摊小
贩组成的美食一条街，十分脏乱差。”
儋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罗海南说，沿街乱搭乱建、占道经营
现象严重，不仅影响城市面貌，卫生
也是老大难问题。

市容环境好不好，是城市是否文
明的“面子”。为此，儋州市借网格化
管理，将全市划分成124个网格，由
综合执法人员和各乡镇、社区居委
会、居签订责任状，层层压实责任。
此外，开展乱搭乱建、占道经营等专
项整治工作，扮靓城市容貌。

“执法中感触最大的，是通过规
范城市秩序，同步提高了老百姓的素
质。”罗海南说，市民从起初的抵触到

后来的配合，比如在拆除铁皮棚的工
作中，就有市民主动拆除配合执法。

“抵触情绪减少，一方面得益于执法
人员的文明执法，另一方面通过制作
动画、宣传片，挨家挨户发放《告全体
市民书》，提高了百姓的认识。”罗海
南告诉记者，生活环境实实在在变好
了，百姓看得见，自然愿意配合。

自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以来，如
今，占道经营的摊贩少了、散发恶臭
的垃圾堆不见了，干群之间曾经的对
立情绪，也变成了主动配合工作的和
谐氛围。

文明乡风，农村也有新变化

今年秋季开学前夕，海头镇那历
村里显得很安静，没有了往年升学季
时操办酒席、鞭炮齐鸣的景象。

“党员干部带头不办，也号召村
民不办。”那历村监督委员会主任王
慧雄说，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制
定村规民约，提倡升学、入宅等取消
酒席，红白事简单办，村民身上的人
情包袱轻了。

据记者了解，儋州全市有8个镇
的11个贫困村自发成立了红白理事
会，52个村分别成立了文明劝导队
和志愿服务队。同时在16个镇的47
个村庄启动创建文明乡风示范点，通
过移风易俗，让文明之风吹拂乡间。

“我们还把文明礼仪学校开到了
村里。”游宪军说，通过邀请礼仪老师
进村辅导，希望村民将学到的文明礼
仪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下转A04版▶
(更多报道见A04版)

推进“一创两建”和社会文明大行动，扮靓城市提升市民素质

“创城”兼“修心”塑造一个新儋州
开展社会文明大行动创建海南文明岛

东方市为村民报建
提供一站式服务
40天为75户颁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本报八所9月24日电（记者张惠宁）近日，东方市
四更镇36户村民领到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领到
证后，居多村68岁的钟贞义高兴地对海南日报记者
说，“盖房子要有证，没有证就是违法建房，回到村里我
要做宣传。”

据了解，农村居民建房报建难是各市县普遍现象，
东方市的农村报建工作也进展缓慢，制约了美丽乡村
建设和农村环境整治等工作的开展，增加了“打违控
违”的压力和落实农村产业布局的难度。

东方市从今年7月13日起，出新招破解农村报建
难。由东方市规划委将各乡镇规划人员进行抽调整
合，组建东方市农村居民建房报建工作小组，集中办
公，统一调配，实行“巡回报建”模式，进村入户提供报
建服务。

“农村居民建房报建工作小组从8月13日开始正
式进村入户提供报建服务，40天时间已经为75户农
户颁证，一个多月报建量相当于过去一年的总和。”东
方市规划委主任助理符晓智介绍，东方市农村居民建
房报建工作小组将工作人员划分成东、南、北三个片区
小组开展工作，在东方市住建局测绘中心和设计室两
个部门的配合下，直接进村入户，为村民报建提供一站
式服务。

据了解，目前东方市农村居民建房报建工作小组
先集中为2017年和2018年的危房改造户提供报建上
门服务，危房改造户的房屋宗地坐标绘制和房屋建设
图纸全部免费提供。

“进村我们会宣传报建知识，村民有建房需求，我
们会先登记下来，通过平板电脑查看东方市村庄建设
开发边界图，实地核实村民建房地点是否在村庄建设
开发边界内。如果不在，明确告知不能建。”北片区工
作人员林上统说。

“村民的报建意识提高了，推进速度挺快，既为东
方市的‘打违控违’工作减轻了压力，也遏制住了农村
私搭乱建的现象。”符晓智说。

中秋小长假最后一天,我省旅游热度不减

昨夜月明人尽望 天涯共此一轮秋
我们的节日·中秋

超前消费、过度消费、从众消费

大学生消费病灶
应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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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庆祝农民丰收节活动圆满落幕

政府搭建节庆平台
农民乐享丰收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