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省新闻 2018年10月23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张苏民 美编：杨薇A02 时政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0月21日12时——10月22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1

12

8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0

28

21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沈丹阳会见哥伦比亚
苏克雷省省长一行

本报讯 10月22日下午，副省长沈丹阳在海
口会见哥伦比亚苏克雷省省长埃德加·恩里克·马
丁内斯·罗梅洛一行。 （鲍讯）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 杜娥

从10月22日起至28日，来自乌
克兰、奥地利、俄罗斯、埃及、斯洛伐
克等2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30
多家中外媒体的60余名新闻工作者
将在海南展开环岛采访。采访结束
后，他们将参加10月29日至30日在
琼海博鳌举办的2018“一带一路”媒
体合作论坛。

在参观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周年成就展及省规划展览馆时，采
访团成员边听边问，遇到感兴趣的，
不时驻足向一旁的讲解员和志愿者

了解更多信息。看到那些再现海南
发展变迁的新老照片时，大家迫不
及待举起手机和相机，随时记录下
海南的历史人文和发展变化的有关
图片和资料，留作报道素材。

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来，海南
已从一个边陲海岛发展成为我国
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今年 4 月
13日，习近平主席宣布海南全岛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并逐步探索、稳
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这让不少采访团成员印象深刻，他
们竖起大拇指，表示期待看到海南
更精彩的未来。

“经过今天一天的了解，我对30
年来海南各项事业发展取得的成绩
感到震撼。”奥地利《维也纳日报》编
辑克劳斯·休霍德说，海南拥有独特
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他对
海南环保相关的规划很感兴趣，并表
示期待通过接下来的采访全面地了
解海南，也希望能通过《维也纳日报》
把在海南的所见所闻所感讲给更多
奥地利人听。

参观期间，那些时尚范、国际范
十足的文体旅游主题展引来不少年
轻媒体人的关注。看到第67届世界
小姐全球总决赛、环海南岛国际公路

自行车赛等活动的精彩图片让斯洛
伐克通讯社记者维埃拉·库里切娃对
海南当地的文娱生活充满好奇。“这
是我第一次来海南，除了这里清新的
空气和优美的风景，我也很期待向家
乡的朋友介绍海南流行的生活。”维
埃拉·库里切娃说。

海口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的美
丽景观以及海垦花园夜市里琳琅满
目的海南小吃，满足了许多中外媒体
人对体验海南本地生活的向往，引得
大家连连赞叹：“海南太美、太有风情
了，美食味道也好极了。”

“我曾来海南采访过，了解到海

南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在不断提高，也
惊叹于如今海南生态文明建设发展
取得的成绩。”中阿卫视中国新闻中
心首席记者馨月来自埃及，曾去过博
鳌和三亚的她对此次采访活动充满
期待，她觉得自己每次来海南都有新
的收获。

据了解，接下来，采访团成员还
将前往海口、澄迈、洋浦、昌江、三亚、
保亭、陵水、万宁、琼海等地进行采
访，去实地感受展览馆内展出的那些
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多样化的湿地
景观、独具风情的黎族苗族文化等。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

22国30多家中外媒体记者在海南开启环岛采访，首日见闻让他们连连称赞：

“海南太美太有风情了”

“一带一路”媒体海南行

手机在海口失而复得，
乌克兰记者感叹：

“淳朴的海南人
真让人暖心”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杜娥）“第一次来海
南，喜欢吗？”“喜欢呀！昨晚海南的
朋友帮我找回了掉在出租车上的手
机，淳朴的海南人真让人暖心！”说起
对海南的第一印象，参加“一带一路”
媒体海南环岛采访行的安德烈·布扎
罗夫今天说起了这件暖心小事。

安德烈·布扎罗夫是乌克兰《经
济学家》门户网站的副总编辑。21
日傍晚6时多，他从海口假日海滩
搭出租车回海口迎宾馆，下车时发
现手机丢失了。寻找一番无果后，
他向组织“一带一路”媒体海南环岛
采访活动的工作人员求助。在调取
了酒店的监控录像后，工作人员最
终选择拨打海口市政府12345热线
寻求帮助，并很快与出租车司机取
得了联系，手机当晚顺利找回。

“接到电话后，我在副驾驶座位
下方找到了这部手机。”得知失主是
位来海南参加活动的外国记者，出
租车司机李卫平告诉记者，“只要上
了我的车，就是我的乘客，理应为大
家提供帮助和服务。”

安德烈·布扎罗夫被海南人的
热情和淳朴深深感动了。他说，希
望能用镜头记录下海南的美景、美
食和善良的人，让更多人看到。 10月22日，参加“一带一路”媒体海南环岛采访行的中外媒体记者参观海南省规划展览馆。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邱肖帅 摄

省禁毒办举办全省禁毒
新闻宣传实务操作培训班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
黄金）为进一步提升我省禁毒宣传和新媒体推广
应用工作水平，10月16日至17日，省禁毒办在海
南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全省禁毒新闻宣传实务操作
培训班。

此次培训班邀请到海南日报、新华网等单位
资深媒体人士，分别围绕新闻采编、新闻写作、新
闻摄影技巧、融媒体传播与应用、新闻舆情与大数
据等方面进行专题授课指导。

通过此次培训，参训人员进一步认清了当前
在开展禁毒新闻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
有效提升了禁毒宣传业务的写作、摄影技巧和能
力。培训取得较好效果。

省教育厅、省司法厅、省文体厅等禁毒委成员
单位以及各市县（区）禁毒办分管宣传工作领导和
宣传业务骨干共65人参加培训。

海口全力创建
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吸毒人员
“遏增量、减存量”专项行动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陈玉明）20日下午，海口召开全市创建全国禁
毒示范城市暨“保四争三”冲刺战推进会。海南日
报记者从会上获悉，海口从2018年10月-2019
年底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吸毒人员“遏增量、减存
量”专项行动，以实现现有吸毒人员占常住人口比
控制在3.9‰以下的目标。

会议传达了省委有关禁毒工作的指示精神，
研究部署推动落实全省2018年第四季度全国禁
毒考评“保四争三”，以及创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的冲刺工作，争创禁毒工作佳绩，实现创建目标。

会议还通报了督导检查全市创建禁毒示范城
市工作开展情况，剖析了当前“保四争三”和创建
示范城市存在的问题，部署推进《海口市吸毒人员

“遏增量、减存量”专项行动方案》《海口市贯彻落
实省2018年第四季度全国禁毒考评“保四争三”
冲刺战实施方案》的实施。

据了解，海口将通过开展为期一年的吸毒人
员“遏增量、减存量”专项行动和打、防、管、控等有
效路径，努力实现“三升四降”的工作目标，即：破
获毒品案件上升，缴获毒品量上升，三年戒断人员
大幅上升，吸毒人员存量大幅下降，增量大幅下
降，复吸率大幅下降，脱失吸毒人员大幅下降，到
2019年10月提前实现现有吸毒人员占常住人口
比控制在3.9‰以下的总目标。

掀起禁毒新高潮
■ 本报记者 贾磊

自“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
动开展以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着
力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始终做到

“两个坚决维护”，大力弘扬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动员
保亭广大党员干部勇当先锋、做好表
率，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大力推进乡
村振兴，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强化研习 学深悟透
“我们将习近平总书记‘4·13’重

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纳入县委理论
中心组学习和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重
要内容，制定了《习近平总书记“4·13”重

要讲话、中央12号文件和省委七届四
次全会精神大宣讲活动方案》等，要求
党员干部都要做到学深悟透、入脑入
心。”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王
昱正表示。

与此同时，保亭还对照省委部署
的任务清单和责任分工，梳理出有关
措施111项，并明确了牵头单位、协助
单位、责任领导及时间表、路线图。

在活动中，保亭还结合重点工
作，用好用活“三信三爱”、党支部书
记抓党建讲坛等活动载体，成立督导
小组对党组织的专题活动开展情况
进行全覆盖督导，确保活动扎实有序
开展。

倒逼责任 推进脱贫
王昱正介绍，保亭以脱贫攻坚问

题整改工作为抓手，建立了“每周一
报、每周一督”机制，并以“红黑榜”通
报形式，倒逼责任落实，全力推进脱贫
攻坚工作。

今年以来，保亭开展了两轮拉网
式大排查，对所有农村人口进行排查，
确保不漏一户、不错一人。经大排查
和建档立卡动态调整，新纳入493户
1552人，清退504户2106人。

目前，保亭产业、就业扶贫工作成
效不断显现。

“公司+贫困户”、“合作社+贫困
户”等方式带动了3418户贫困户抱团
发展红毛丹、益智、百香果、兰花等特
色产业。此外，还结合全域旅游建设，
积极推进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及共享农
庄建设，创新旅游扶贫多元途径，让
1422户贫困户吃上了旅游饭。

保护生态 铁腕整治
王昱正表示，保亭始终坚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成立了
党政“一把手”任指挥长的联合指挥
部，深入开展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
对保亭77条河流全部落实河长制，加
快推进自然村污水处理项目；结合社
会文明大行动的开展，对所有自然村
村容村貌进行综合整治；铁腕整治违
法用地和违法建筑行为，拆除违法用
地、违法建（构）筑物31731平方米；更
新老残林910亩、新增绿化造林2264
亩等。

据介绍，保亭自2006年被评为
“国家卫生县城”以来，已连续12年保
持了这一荣誉。

旅游转型 产业升级
保亭将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建设，

全面完成景区旅游标识、村庄标识

牌、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旅游数据信
息平台等配套建设，旅游标准化建
设水平不断提高，呀诺达、槟榔谷景
区被确定为全国首批旅游标准化试
点单位。

目前，保亭积极开展美丽海南百
镇千村及共享农庄建设，现已开工建
设南梗、水尾、什栋、什吉、绿水八村画
廊等一批美丽乡村、共享农庄，并获评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

今年保亭已成功举办了温泉养生
季、红毛丹采摘季等乡村旅游节庆活
动，推出了雨林静修养生、乡村之旅等
多条旅游线路，有力促进了农旅、文旅
融合发展。

今年1月-9月，保亭共接待游客
478.5万人次，同比增长11.05%，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 11.9 亿元，同比增长
23.73%，其中接待过夜游客86.86万
人次，同比增长24.08%。

（本报保城10月22日电）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王昱正：

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大力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记者陈
蔚林 陈卓斌）10月22日晚上8点在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CCTV-1）播
出的电视政论片《潮起海之南》，在我
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当中引起收看
热潮。

“央视一套在黄金时段播出《潮起
海之南》，让全国人民都有机会看到海
南的变化和发展，对此我备受鼓舞，深

感自豪！”海南大学教师王寅说，海南
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
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来，每一个海南
人都能从身边的点点滴滴真切地感受
到海南发生的巨变。认真收看《潮起
海之南》第一集《琼岛蝶变》后，他认
为，这集政论片既高度概括了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3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
就，又通过深入海南基层、运用百姓视
角，把过去30年间一个又一个“海南
故事”讲得生动感人，是难得一遇的优
秀政论片。

观看《潮起海之南》后，返乡创业
大学生、澄迈慧牛种养农民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蔡於旭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30年来，随着海南的高速发展，我的
家乡——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澄迈县商
贾小镇瑞溪也在不断蜕变。”他说，如
今走进瑞溪，新修的亮眼小楼随处可
见，新修的农村公路一直通到家门口；
当地生产的品牌牛肉干、腊肠、粽子等
副食品也从传统的手工小作坊“走出
来”，进入了一座座现代化工厂……看
到家乡发展得飞快，越来越多离乡闯

荡的游子回到瑞溪，为家乡发展添砖
加瓦、贡献力量，他自己也正是其中的
一员。“通过观看这集政论片，我对瑞
溪乃至海南的发展更加充满信心。”蔡
於旭相信，三十而立的海南充满了勃
勃生机，返乡创业大学生的机会也会
越来越多。

“‘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
辉，一个地方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风
貌’。通过收看《潮起海之南》，我深刻
地感受到：海南的发展就是中国40年
改革开放的历史见证和生动缩影。”海

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宣传部工
作人员李明镜说，正如政论片中展示
的那样，经过30年不懈努力，海南已
从一个边陲海岛发展成为我国改革开
放的重要窗口，“当前，海南肩负着全
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
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
大历史使命，我相信，海南特区人会继
续发扬《潮起海之南》中展示的敢闯敢
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
努力将海南建设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的新标杆。”

电视政论片《潮起海之南》播出引海南观众热议：

高度概括辉煌成就 深刻昭示美好未来
一版延伸

我省多渠道开辟砂源保障用砂供应

昌化江下游河砂资源
统一开发利用工作启动

本报海口10月22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
邹小和）省水务厅相关负责人22日向海南日报记
者透露，我省在保持高压打击非法采砂行为的同
时，加快探明全省河砂资源储量，多渠道开辟砂
源，保障用砂供应。目前，我省昌化江下游河砂资
源统一开发利用工作已全面启动。

目前，我省正在加快探明河砂资源储量，省地
质矿产部门将组织对昌化江下游段以及全省集雨
面积500平方公里以上河砂资源相对丰富的河流
河砂资源进行储量勘查，探明河砂资源储量，为河
砂资源集中开发利用提供基础。省水务厅组织开
展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三大江河干流河道采砂
规划修编，各市县水务部门组织开展本辖区河道
采砂规划修编，在符合“多规合一”总体规划和生
态红线要求的前提下，科学合理确定可采区，为采
砂点设置提供基础。

此外，根据全省“十三五”河道采砂规划，我省
建立河砂、机制砂开采权出让审批绿色通道，提高
环评、林地使用等审批效率、缩短审批时限、优化
审批流程，加快河道采砂规划内砂场出让和开
采。另外，澄迈县南渡江三多村砂场和东方市昌
化江入海口段的砂场近期将投入开采，有力保障
我省第四季度建筑用砂刚性需求，有效解决当前
建筑用砂紧张、价格偏高的问题。

目前，我省昌化江下游河砂资源统一开发利
用工作已全面启动，鼓励由省属大型国有企业参
与昌化江下游河砂统一开发利用。与此同时，省
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加强组织机制砂资源调查评价
和制砂试验，加快推动制定人工机制砂开发利用
方案，明确机制砂砂源和应用，通过上述措施来保
障海南自贸区建设的用砂需求。

“勇当先锋、做好表率”·党委（党组）书记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