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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9月29日电（记者
李宣良 王天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7日
视察79集团军，强调要深入贯彻新
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形势下军
事战略方针，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
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坚持贯彻实
战要求、紧贴使命任务、深化改革转
型、扭住官兵主体，全面加强练兵备
战，加快提升打赢能力，履行好党和
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金秋时节，辽沈大地天高气爽，
满目生机。下午3时许，习近平来到
79集团军某陆航旅训练场。他首先
听取了部队执行相关任务情况汇
报。得知部队官兵大胆解放思想，在
指挥协同、战法运用、器材革新等方
面进行了许多创新创造，为各项任务
完成提供了有力保障，习近平很高
兴。

习近平察看了部队主战武器装
备。武装直升机技战术性能怎么
样？实际操作中好不好用？有没有
需要改进的地方？习近平问得很仔
细。直－10武装直升机是我国自主
研制的第三代战机，习近平登上该
型直升机，佩戴专用头盔，亲自操控
机载武器及观瞄系统，了解有关装

备情况。
习近平对实战化军事训练高度

重视，他登上机场塔台，实地观看部
队行动演练。数十架直升机按战斗
编队组成先遣侦察群、火力突击群、
机降突击群与空中保障队、火力支援
群依次通过塔台，超低空隐蔽机动、
分散突防及空中格斗、战术规避突
防、战术编队抵近侦察、机降突击、空
中近距火力支援等战术课目轮番展
开。一时间，战鹰呼啸，铁翼飞旋，特
战队员从天而降、迅捷行动。习近平
不时拿起望远镜仔细观看，对部队展
示出的过硬素质给予肯定。训练结
束时，部队指挥员驾驶武装直升机面
向塔台摆动机头，以特有的方式向习
主席致敬。

离开训练场，习近平来到79集
团军机关，接见集团军机关全体干部
和所属部队正团职以上干部，同大家
亲切握手、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听取集团军工作
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
强化战斗队思想，坚持战斗力标准，
坚决克服背离实战的思想和行为，
把实战要求落实到练兵备战各方面
和全过程。要强化使命担当，坚持
问题导向， 下转A02版▶

习近平在视察79集团军时强调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加快提升打赢能力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彭
青林 李磊）9月 29日上午，省六届
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第二次全体
会议在海口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
一批任免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刘赐贵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
命书，被任命人员向宪法宣誓。

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
俊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西
庆、康耀红、林北川、陆志远、关进

平，秘书长屈建民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应出席常委会组成人

员 57 人，实到 50 人，符合法定人
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一批任免案：
决定免去吉明江海南省民族宗教事
务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张晋嘉为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决定任命苻彩香为海南省
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兼）；决

定任命丁式江为海南省自然资源和
规划厅厅长；决定任命孙颖为海南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厅长；决
定任命邓小刚为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厅长；决定任命许云为海南省农业
农村厅厅长；决定任命韩英伟为海
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决定任
命王胜为海南省外事办公室主任；
决定任命罗时祥为海南省退役军人
事务厅厅长；决定任命巴特尔为海

南省应急管理厅厅长。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任免案获表决通过后，刘赐贵

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被任命
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刘赐贵监督
宣誓。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彭金辉，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陈凤超，省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路志强，省监察委员
会有关负责同志，省纪委省监委派

驻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负
责同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和财政
经济委员会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工
作机构和办事机构负责同志，部分
省人大代表，各市、县、自治县人大
常委会负责同志，以及有关部门的
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第二次全体会议结束后，常委
会组成人员继续按照大会议程开展
分组审议。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一批任免案
刘赐贵出席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罗
霞）9月29日下午，省长沈晓明率队
在海口市调研国庆节前准备工作。
他强调，要切实做好市场供应、安全
生产等工作，确保节日市场供应充
足、出行平安，让市民和游客过一个
安全放心祥和的节日。

“十一”将至，海口汽车总站内
人来人往。沈晓明来到汽车总站，
详细了解客流量、票价、清洁能源汽
车应用等情况，并走进海汽集团监
控指挥中心，通过海汽车辆动态监
控平台视频，查看车辆运行实况。
他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刘

赐贵，向工作在一线的公路运输系
统员工表示慰问和感谢，要求不断
优化全省交通客运布局，提升服务
质量，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更好地服
务旅客。他鼓励海汽集团多以节能
环保方式运营，积极与市县开展合
作，发展城乡客运、农村客运，解决
老百姓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

沈晓明关心节日市场保障情
况，先后到盒马鲜生海口国贸店、海
口市菜篮子公益性大型农副产品批
发市场进行现场查看，并听取海口
市节日工作汇报，了解市场供应、安
全生产等工作的推进。

在新开业的盒马鲜生海口国贸
店，新鲜产品、线上线下融合体验、
快速配送等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
消费。沈晓明走进店内，查看产品
的品种、价格、产地，向商家了解蔬
菜、海鲜等产品的进货渠道、销售状
况，询问顾客消费体验如何、有哪些
购买喜好等，还饶有兴致地拿出手
机，下载盒马应用程序下单消费。
他称赞盒马鲜生商业模式好，鼓励
更多的零售新业态进入海南，不断
优化产品供给和服务，结合海南实
际做出特色，给市民和游客带来更
多元、更便捷的消费体验。

在海口市菜篮子公益性大型农
副产品批发市场，沈晓明仔细了解
市场建设、招商运营、安全生产等工
作。他要求海口在确保安全和质量
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快批发市场
建设，积极强化项目配套，在建设发
展中严格将生产场所和生活场所分
开，确保安全生产，将市场建设放在
优化城市发展的角度予以考虑，积极
优化规划布局；相关市县要加快省
委、省政府2018年为民办实事十大
事项之一的农贸市场升级改造进度。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
省政府秘书长倪强参加调研。

沈晓明在海口调研国庆节前准备工作时强调

让市民和游客过一个安全放心祥和的节日

9月27日至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79集团军，接见驻辽宁部队副师职以上
领导干部。这是27日下午，习近平登上直－10武装直升机，亲自操控机载武器及观瞄系统，了解有关装备情况。新华社发

《中国教育报》刊发刘赐贵署名文章

始终坚持优先发展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见A02版)

本报抱由9月29日电（记者刘操 通讯员符总）
9月23日至28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到乐东黎族
自治县，围绕如何在“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中
突出各级党组织作用，开展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中
的民主监督工作等开展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翁毛村、延红村、只文村等村
实地走访，详细了解乐东脱贫攻坚工作和美丽乡村建
设等情况。调研组还来到尖峰岭国家森林公园、保国
田园综合体、毛公山园区、高明火龙果基地等处实地考
察乐东有关产业布局和发展规划情况。

9月24日晚，在同乐东干部座谈时，毛万春指出，
乐东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广大党员
干部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中央12号
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有关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要求，
用“一天当三天用”“不惜脱几层皮”的干劲，推动乐东
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过
程中作出贡献。要按照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定位，
抓重点，举亮点，解难点，明确以“文化为魂、水系为韵、
观养为媒、生态为本、投资为要、特色为最”的理念打造
产业亮点。

毛万春强调，乐东最大的资源是良好的生态环境，
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确保生态环境
只能更好不能变差。要进一步提升对生态文明建设的
站位，深入学习贯彻省委书记刘赐贵9月13日在省环
境科学研究院、省生态环保厅调研海南省生态环境保
护建设情况时提出的五点要求，坚持生态为本，守住生
态底线。要以问题为导向，抓好城市、农村生态环境治
理，聚焦秸秆焚烧综合利用、气代柴等工作的薄弱环
节，解决烟花爆竹燃放等问题。要进一步提升污水处
理率，做好垃圾集中清理整治等工作。省政协要积极
建言献策，助力乐东发展。

省政协副主席蒙晓灵参加调研。

毛万春率队赴乐东调研时强调
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站位
确保生态环境只能更好不能变差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管理规定》（以
下简称《规定》）。《规定》共10章66条，
分总则、职位设置、任职条件、选拔任
用、考核评价、薪酬与激励、管理监

督、培养锻炼、退出、附则，明确了中
央企业领导人员管理的基本原则、基
本要求和主要内容，覆盖了中央企业
领导人员管理的全过程和各环节。

《规定》的印发实施，对于坚持和加
强党对中央企业的全面领导，提高中央

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工作质量，打造对党
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
正廉洁的高素质专业化中央企业领导人
员队伍，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更好发
挥企业家作用，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世界一流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办国办印发《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管理规定》

奋力书写东北振兴的时代新篇
——习近平总书记调研东北三省并主持召开

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纪实
(见B01版)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李
磊 彭青林）9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海南省机构
改革方案》，系首个获得中央批准的地
方机构改革方案。9月27日上午，海
南省机构改革动员大会在省人大会堂
召开，我省机构改革工作随后展开。
海南日报记者9月29日从有关部门
获悉，机构改革后，我省将设置党政机
构55个，其中省委机构18个、政府机
构37个，同中央和国家机关保持总体
一致，并体现海南特色。

此次海南省机构改革设置的55个
党政机构中，43个对应党中央机关、国
务院部门，做到了上下贯通、优化协
同。进一步优化了组织、宣传、统战、政
策研究、深化改革、国家安全、网络安
全、机关党建等职责配置；明确了机构
编制、公务员、新闻出版、民族宗教、港
澳事务等由省委职能部门归口管理或
领导的事项；对设置过细、职责交叉重
叠的机构职能进行整合，推动党委机构
同职能相近、联系紧密的政府部门合并
设立或合署办公，突出服务“三区一中
心”的战略定位，突出保障高质量发展，
突出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不少改革举
措紧紧围绕海南“三区一中心”的战略
定位。例如，组建海南省委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的同时挂省委自由
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的牌子， 下转A02版▶

既同中央和国家机关保持总体
一致，又体现海南特色

我省机构改革
有序推进

本报三亚9月29日电（记者易宗平）文明行动，
利民惠民。9月29日，全省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经验交
流会在三亚举行。会议强调，文明城市创建不是应景
之作，而是长效之举，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各市县
要当作“一把手”工程来抓，突出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
升文明城市创建水平，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近年来，我省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取得一定成果。
2017年，海口市、琼海市荣获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称
号，实现了我省全国文明城市零的突破；文昌市、澄迈
县荣获第一届全省文明城市称号，受到省委、省政府的
表彰。2018年初，三亚市、三沙市、文昌市、澄迈县被
中央文明委确定为2018年至2020年创建周期全国文
明城市提名城市。

当天上午，与会者参观考察了三亚市第九小学的
文明校园创建、三亚市民游客中心的旅游市场综合治
理、三亚乐天城农贸市场的文明创建便民惠民服务、三
亚市中廖村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下午，三亚、
琼海、文昌、澄迈、儋州等5个市县相关负责人，分别作
了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经验介绍。晚上，与会者观摩
了三亚市电视问政活动。

就如何持续抓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会议强调，必
须多措并举、强力推进：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宣传思想工
作会议精神，增强做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责任感紧迫
感；着眼塑造城市灵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设；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进一步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突出以人民为中心，把为民利民惠民要求贯穿到工
作之中；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推动文明城市创建见
实效、上台阶。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文明委主任肖莺子在会
上讲话，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严朝君出席会议。

(相关报道见A02版)

全省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经验交流会在三亚举行
强调文明城市创建是系统工程，要久久为功

本报海口9月29日讯（记者金
昌波 罗霞 王玉洁 邵长春 符王
润 陈雪怡 赵优）海南积极贯彻落
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日前印发的《海南省机构改革方
案》，为中央推进地方机构改革打好

“当头炮”、下好“先手棋”、当好“排
头兵”。9月29日，我省一批新部门
集中组建挂牌。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海
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南

省农业农村厅、海南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
了机构挂牌。

新组建的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将省规划委员会的职责，省国土资源
厅的职责，以及省农业厅、省林业厅、
省水务厅的自然资源调查和确权登
记管理职责，省海洋与渔业厅的海洋
经济、海洋自然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
管理职责等整合，加挂省海洋局牌
子。不再保留省规划委员会、省国土

资源厅、省海洋与渔业厅。改革后，
我省将陆地、海洋自然资源纳入统一
的管理体系，实现国土空间管制与自
然资源配置的有效衔接。

新组建的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厅将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的职责，
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的文化、体
育、广播电视管理职责整合。不再
保留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省文化广
电出版体育厅。

新组建的省农业农村厅，增加

了渔业管理职责，以及农业投资、农
业综合开发、农田整治和农田水利
建设等项目管理职责，省委农村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也设在省农业农
村厅。

新组建的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整
合了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职
责、省民政厅老龄事业管理职责、省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职业安全健康
监督管理职责等。不再保留省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下转A02版▶

我省一批新部门集中组建挂牌

打好“当头炮”下好“先手棋”当好“排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