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委政法委

12月 4日晚，由省委政法委指
导，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
司法厅、省国家安全厅主办的“厉行
法治 护航‘自贸’”2018第5个国家
宪法日特别节目在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举行。

特别节目分为《使命担当筑净
土》《职责为民保平安》《牢记使命铸
忠诚》3个篇章，通过歌舞、小品等艺
术形式，全面展示了海南扫黑除恶、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海南实践、法院

“基本解决执行难”、检察机关公益诉
讼试点、政法系统助力精准扶贫等工
作成果。

特别节目现场还评选出了10位
年度优秀法治人物代表，并举行了向
宪法宣誓活动。

省交通运输厅

4日上午，省交通运输厅五楼会
议室国歌嘹亮，在庄严肃穆的国歌声
结束后，省交通运输厅机关领导干部
及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50余人面对
国旗进行了宣誓。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
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努力奋斗！”在该厅党组书记、厅
长林东的领誓下，参与此次宣誓活动
的全体人员庄重宣誓，表达着海南交
通人对宪法的尊重、对祖国的热爱、
对人民的忠诚。

省国资系统

4日上午，省国资系统在海口举
办国家宪法日国资国企集体宣誓活
动，省国资委100余名干部在机关主
会场参加宣誓，同时省发展控股有限
公司等18家省属国有企业在集团公
司及其各级子企业设置了分会场，来
自企业的近2000名职工代表进行了
宪法宣誓。

仪式上，全体宣誓人员高唱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面向国旗、国徽，向
宪法庄严宣誓，表明了尊崇宪法、学
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依法履
职尽责的决心。

据悉，12月4日至8日是我国首
个“宪法宣传周”，省国资系统将集中
用一周的时间，通过宪法集中宣誓、
窗口企业宣传、宪法进基层等多项措

施，在省属国企9万余名职工中全面
铺开“宪法宣传周”活动。

省扶贫办

4日下午，海南省扶贫工作办公
室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活动旨在营
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
围，为全省脱贫攻坚工作提供强有力
的法治保障。

宪法宣誓是省扶贫办在举行
2018年国家宪法宣传周暨法治宣传
月系列活动中的重要内容。省扶贫
办主任孟励主持宣誓仪式并领誓，省
扶贫办党组成员和全体干部职工在
国旗前进行了庄严宣誓。

万宁

4日，万宁市普治办、司法局牵
头该市普治成员单位在全市开展宪
法日主题活动，营造人人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的良好法治氛围。当天上午，
万宁市在万城镇集中开展宪法宣传
活动，共发放了法律知识资料7000
多册，取得了良好的普法效果。

万宁市检察院、司法局、龙滚华
侨学校等单位还组织检察官、司法行
政干部、律师、法律工作者以及教师、

学生开展宪法宣誓活动。万宁市还
组织人员进村入户，给全市每一户贫
困家庭赠送《百姓法治宝典》，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法治副校长培训班活动、
宪法知识讲座进校园活动、宪法宣传

“基层行”等系列宣传活动。

五指山

4日，五指山市2018年法治宣
传月系列活动暨“12·4”国家宪法日
宪法宣誓仪式在五指山三月三广场
举行，由此拉开了该市为期一个月的
大型普法宣传活动序幕。

启动仪式结束后，五指山市人民
法院法官、干警通过为市民发放普法
资料的形式，宣传有关法律法规知
识。五指山市人民法院法官就“基本
解决执行难”“三年禁毒大会战”“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等，为市民进行了
现场宣讲，还用以案释法的方式向市
民普及了“执行难”与“执行不能”的
区别。

临高

4日，临高开展多形式的宪法宣
传活动，增强全民法制观念，提高全
社会宪法意识。

在临城镇，临高集中开展以“尊
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
法、运用宪法”为主题的宪法宣传周
活动，为群众宣传法律知识，解答法
律问题，提供法律援助，在全社会营造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据了
解，从即日起至12月中旬，临高还将陆
续开展系列法制宣传进校园活动。

定安

4日上午，定安各单位开展丰富
多彩的主题活动，迎接国家宪法日的
到来。

当天上午8时30分，定安县委、
县政府在定城镇开展“向宪法宣誓”
活动，300余名党员干部面对国旗，
紧握拳头，向宪法庄严宣誓。党员干
部们纷纷表示，通过此项活动，再次
牢固树立了“法律至上”的观念。

上午9时，定安县教育局在定安
县第一小学开展“宪法晨读”活动，百
余名师生代表共同诵读《宪法》，以朗
诵的形式学习宪法、了解宪法。定安
各中小学还自主开展“向宪法宣誓”

“学习宪法主题班会”等活动。据统
计，定安教育系统39个单位4万余
名师生参加了国家宪法日主题活动。

（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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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国家宪法日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李
磊）12月4日是国家宪法日，根据省
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开展2018年国家宪法宣传周暨全省
法治宣传月系列宣传活动的通知》，
以及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的安排，当天

上午，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在海口召开
全体干部职工大会，组织全体干部职
工向宪法宣誓。

上午9时，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
议成员依次走到宣誓区，面朝国徽庄
严肃立，带领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

干部职工郑重向宪法宣誓，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许俊领誓。宣誓仪式结
束后，全体参加宣誓仪式的人员观看
了法治宣传教育片《法治中国》第一
集“奉法者强”。

会议指出，省人大常委会干部职

工，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恪
守宪法原则，维护宪法权威。宪法宣
誓有利于促使国家工作人员树立宪
法信仰，始终保持对宪法的忠诚和尊
崇，严格依照宪法办事，同时也有利
于促进国家工作人员牢记人民是国

家主人，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
约束，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西庆、
陆志远、关进平参加宣誓，宣誓仪
式由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屈建民
主持。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恪守宪法原则 维护宪法权威

我省多市县多部门开展宪法日主题活动

让宪法精神深入人心

关注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本报三亚12月4日电（记者孙
婧）12月4日，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组委会再发布一批参会嘉宾名
单，影视演员黄晓明、表演艺术家祝
希娟已确认将于12月 16日出席电
影节闭幕典礼。萨日娜、于月仙等表
演工作者，将亮相电影节开幕式。

伊莎贝尔·于佩尔、朱丽叶·比诺
什、麦斯·米科尔森、努里·比格·锡
兰、阿米尔·汗、艾玛·杜蒙特……这

些天来，国际影坛知名电影人先后确
认出席，让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逐
渐成为全球影坛关注的焦点。日前，
诸多国内电影人也陆续确认前来助
阵，知名演员黄晓明便是其中之一。

前不久，黄晓明便以电影工作者
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电影节在海南博
鳌举行的首场新闻发布会，表达了作
为中国电影人对于参与国际影视文
化交流的渴望，并对即将在电影节中

展映的优秀作品表示期待。
近年来，黄晓明在电影电视领域

一路锤炼、成长，电视剧《大汉天子》
让他开始崭露头角，电影《风声》使他
收获第17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受
欢迎男演员奖，后又凭借电影《中国
合伙人》中的“成东青”一角获得中国
电影金鸡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及大众
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在今年年
初上映的《无问西东》中，他的表演受
到了业内的普遍称赞。

80岁高龄的表演艺术家祝希娟
前来助阵，为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添了怀旧气息。上世纪六十年
代，电影大师谢晋在海南创作了一
部战争题材电影《红色娘子军》，成
为新中国极具代表性的经典电影之
一。该片的女主角祝希娟凭借“吴
琼花”这一角色，获得首届大众电影
百花奖最佳女演员，是当时红遍大
江南北的电影偶像。她的出席，将
带领观众重温老一辈中国电影人的
经典岁月。

此外，萨日娜、于月仙等国内优
秀演员也将前来参加首届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出席开幕典礼等活动。国

家一级演员萨日娜，曾凭借《闯关东》
等影视作品为广大观众所熟知，多次
获得飞天奖、白玉兰奖等重要奖项。
在“乡村爱情”系列连续剧中饰演“谢
大脚”的于月仙，也是老百姓颇为喜
爱的演员。

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以“全
年展映、全岛放映、全民观影、全产
业链”作为目标，打造专业性和国际
化兼具的“永不落幕的电影节”。电
影节即将于12月 9日至12月 16日
在三亚举行，其中开幕式在12月11
日举行、闭幕式在12月16日举办。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明星云集

祝希娟黄晓明等确认出席 海职院尼泊尔分校成立
2019年春季开始招生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陈
瑜）海南日报记者12月4日从海南职业技术学院获
悉，该校与尼泊尔全球旅游与酒店职业教育学院合
作共建的中国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尼泊尔分校日前
在尼泊尔甘达基省博卡拉市揭牌成立。这是我省
高职院校首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校。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尼泊尔分校具有鲜明中尼
合作、产教融合特色，将以突出教育资源共享优化
为重点，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专业行业人才为目
标，为尼泊尔社会经济发展输送高素质的技术技
能型人才，打造中尼高等职业教育合作品牌。

该校将于2019年春季开始招生，首期开设酒店
管理专业，以服务尼泊尔日益增长的中国游客需求。

自贸区人才政策交流研讨会举行

探讨破解人才引进难题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李磊）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如何破解人才引进难题？12月4
日上午，围绕着这一主题的自贸区人才政策交流
研讨会在海口举行，来自中国人才研究会、北京大
学、上海社科院等单位的人才专家，就海南如何进
行人才制度创新，提高人才服务水平，以引进更多
国内国际人才等内容进行了探讨。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建议，海南在建设自贸区
自贸港过程中，在发挥好海南现有人才作用的同
时，可通过打造引才平台，探索建立国际专业人才
职业负面清单制度、放宽国际人才居留和出入境
限制、实行国际人才执业互认制度等，加强对海内
外人才的吸引，与会专家还列举了国内外各自贸
区在人才引进方面可借鉴的先进经验。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人才研究会、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指导，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学会主办。

我省各大中小学校参与
“宪法晨读”

动员学生争当
“宪法小卫士”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陈
蔚林 通讯员闫治）“红旗长扬，我们
迎着朝阳，成长路上，聆听宪法雄壮
的声响……”12月4日是“国家宪法
日”，一大早，设于海口市第二十五
小学的教育部“宪法晨读”活动海
南分会场响起了嘹亮的晨读声和
歌唱声。

在教育部统一部署下，4日一
早，我省各大中小学校就动员组织
学生通过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法
网集中收看了教育部“宪法晨读”
活动的网络直播并同步跟读。
无法组织学生同步集中观看的
学校也自行组织了升旗仪式和
宪法晨读活动。

此外，根据省普治办要求，在
“国家宪法日”这天，我省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各大中小学校党委（党
组、党总支、党支部）还纷纷开展了
集体学宪法活动，各大中小学校也
分别召开主题班（团、队）会，集中对
学生进行了宪法教育，并继续动员
组织学生在普法网注册参与“宪法
小卫士”网络火炬传递活动。

本报讯 12月4日，是我国第5个国家宪法日，也是我国第一个“宪法宣传周”的首日，为大力弘扬宪法精神，营造法治氛围，进
一步强化群众法律意识，提高广大群众依法维权的能力和法律素养，当天我省多市县多部门开展了宪法日主题活动。

12月4日，在海口市第二十五小学，约300名师生参加教育部“宪法晨读”海南分会场活动。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李诚 摄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进行时

我省办结群众环境信访
举报件2266件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
胡国林 实习生叶映彤）海南日报记者12月4日
从省环境保护督察协调联络组交办案件落实组获
悉，截至11月30日，我省共受理群众环境信访举
报件2358件，已办结2266件，办结率为96.10%，
责令整改责任主体1794家，立案处罚649家，罚
款3940万余元，立案侦查19件，拘留49人；约谈
504人，问责299人。

与上期统计相比，此次最新统计的已办结案
件数量中，文昌市增加2件，共计增加2件。

按照省委、省政府持续抓好环境保护督察后
续工作的安排部署，我省建立群众信访投诉办理
常态长效机制。对中央环保督察举报电话和邮箱
关闭后的环境信访举报，统一由“12369”环保热线
和“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受理。

我省再添21家省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
为科技企业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本报海口12月4日讯（记者王玉洁 特约记
者钟川）海南日报记者12月4日从省科技厅获
悉，我省省级科技创新创业孵化服务机构又添新
军。其中，省科技厅2018年认定通过了海南数据
谷、江东电子商务产业园、海南西部创新创业产业
园、“天涯创客”科技孵化器4家孵化器为省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认定通过海口市科技创新服务中
心创业孵化基地、海创公社众创空间、互联网创业
孵化工厂、儋州市科技大市场众创空间、定安电子
商务创业园等17家众创空间为省级众创空间。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38家省级科技创新创业
孵化服务机构，其中国家大学科技园2家、省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10家、省级众创空间26家。这些
省级科技创新创业孵化服务机构将从硬件和软件
等方面，为海南科技型企业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退出84项，取消46项

三亚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事项“瘦身”

本报三亚12月4日电（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
蒙晓丹）近日，三亚市发改委联合该市政务服务中
心发布《关于印发三亚市市级部门行政审批中介
服务事项目录清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其
中涉及中介服务事项共307项，保留177项、退出
84项、取消46项。凡未纳入中介服务事项目录
清单的中介服务事项，一律不得作为行政审批的
受理条件。

退出的84项涉及三亚海关、安监局、公安局
等23个部门，其中，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审
批办理规程、电动车充换电服务费标准审批、公共
租赁住房租金标准审批、经济适用住房销售价格
审批、限价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审批、机动车注销登
记、校车使用许可等审批事项退出。

取消的46项涉及三亚市粮食局、农业局、商务
会展局等18个部门，其中，粮食收购许可、医师执业
注册许可（首次、重新注册、变更）等审批事项取消。

《通知》还要求，三亚各有关单位要强化事中
事后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破除垄断、优胜劣汰的
市场环境；涉及行政审批的中介服务事项继续实
行动态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