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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是非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

制经济从起步、发展到壮大的30年，一批现代民营企业竞

相涌现。30年来，全省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坚持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积极投身改革开放事业，大力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

生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

量，涌现出一批与建省办特区同成长同进步的先进典型。

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根据《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评选表彰管理办法》（统

发﹝2014﹞37号），省委统战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工商业联合会

五个主办单位联合开展了海南省第三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

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评选表彰活动,经广泛推

荐、严格评审、公示监督，并报省委决定，授予海南嘉丰商

融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童石军等42名民营企业家“海南省

第三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荣誉称号(名单附后）。

希望受表彰的42名民营企业家要珍惜荣誉，再接再

厉，与时俱进，再创佳绩。全省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先

进为榜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企业家精

神和工匠精神，努力把企业做强做优，大力推进民营经济

发展，争做新时代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为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做出新的

更大贡献。

附件：海南省第三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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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彰海南省第三届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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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冠 海南昌隆餐饮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大魁 海南龙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光兴 椰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成栋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王禄安 海南中安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叶 茂 海南金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川建 海南奥林匹克花园有限公司董事长

包启发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邢诒川 海南现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邢益师 海南龙泉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刘文军 海南中视集团董事长

刘会明 海南定安新泰来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荣杰 海南祥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 林 海南蜈支洲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三亚蜈支

洲岛旅游区总裁

李 旺 儋州盛世旺运布艺服饰行总经理

李华新 海南新大新华茂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余长龙 海南大信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陆 鹏 科力电子信息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士忠 三亚海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张亚安 海南远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张跃光 海南金畅现代物流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海林 三亚大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敬平 万宁市琼州实业开发总公司总经理

陈良刚 海南立昇净水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益智 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嘉新 海南银达国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华俊 三亚长丰海洋天然气供气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

林宏润 海南宇中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范敏华 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赵树华 海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贾培德 海南警盾安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 朗 海南碧凯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钟春燕 海南椰国食品有限公司总裁

涂友根 海南勇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陶松伦 海南万钟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黄 海 临高海丰养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凤江 艺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春光 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蒋会成 海南第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韩宇东 海口奇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童石军 海南嘉丰商融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永强 海南威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海南省第三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名单（42名）
（按姓氏笔画排序）

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进行时

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本报海口2月25日讯（记者计思
佳）2月25日上午，海口市召开机构改
革动员大会，标志着海口机构改革工作
进入实质性落实和推进阶段。海南日
报记者从会上获悉，此次机构改革海口
市将设置党政机构45个。其中，党委
机构14个，政府工作部门31个。

根据《海口市机构改革方案》，机
构改革后，海口市委设14个机构。其
中：纪检监察机关1个，中共海口市纪
律检查委员会、市监察委员会合署办
公。市委工作部门13个分别是：市委
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一战线工
作部、政法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外事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直
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巡察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保密和机要局。

海口市人民政府设置工作部门
31个。分别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生态环境局、
农业农村局、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
商务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教育局、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安局、

司法局、民政局、政务管理局、市场监督
管理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政管理
局、园林和环境卫生管理局、交通运输
和港航管理局、水务局、林业局、退役军
人事务局、应急管理局、审计局、统计
局、医疗保障局、扶贫工作办公室、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信访局。另外，
市民族事务局与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合署办公、市外事办公室与市委外事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合署办公、市江东开发

办公室与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
公室合署办公，列入市政府工作部门序
列，不计入机构限额。

海口市编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海
口市级机构改革工作今年3月底前基
本完成，区机构改革将与市级机构改
革同步部署，压茬推进。机构改革后，
海口市设置的45个党政机构中，41
个与省委机关、省政府部门总体对应，
做到了上下贯通、优化协同。同时，海

口也因地制宜，大胆探索优化机构设
置和职能配置。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表
示，海口各级各部门要准确把握海口
机构改革的原则要求，以求真务实的
作风全面落实好机构改革重点任务。
严格工作标准、注重统筹兼顾、把握时
序进度，抓紧抓好机构改革各项任务
的组织实施，为加快推动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海口设置党政机构45个
3月底前基本完成市、区两级机构改革

本报三亚2月25日电（记者孙
婧）海南日报记者2月25日从2019
海南空间科技创新与商业航天产业
协同发展研讨会上获悉，三亚未来科
技馆将于年内启动建设。项目位于
中科院空天信息研究院海南研究院
内，计划用两年时间建成，将开展形
式多样的航天科普教育，提供星际
穿越和宇航员训练模拟等VR多场
景体验等。

研讨会中，三亚未来科技馆有
限公司与中科院空天信息研究院海

南研究院签约，双方将投资3亿元
启动建设三亚未来科技馆，占地面
积约23亩。科技馆将布局航天科
普教育基地、航天军民融合展示中
心、太空主题餐厅和太空主题酒店
等板块。预计建成后，科技馆将提

供科研、管理、服务等超600个就业
岗位。

三亚未来科技馆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冯清哲介绍，科技馆集旅游、科
教、学术交流、产业增值功能为一
体。此外，航天军民融合展示中心还

将展示航天员训练、火箭升空、太空
育种、卫星制造和测控等航天领域的
专业知识。

“我们希望通过新颖的科技手
段，让大众体验航天训练设备，了解
太空文化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

程。“冯清哲表示。
“与企业合作建设科技馆，开展

面向更多人的科普教育活动，将丰富
三亚现有的旅游产品供给。”中科院
空天信息研究院海南研究院院长杨
天梁表示。

三亚未来科技馆年内启动建设
建成后将提供星际穿越和宇航员训练模拟等VR多场景体验

省互联网行业党委正式成立
本报海口2月25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庄晓珊 胡丽齐）海南省互联网行业第一次
党员大会2月25日上午在海口召开，大会选举产
生了海南省互联网行业党委及纪委领导班子。

近年来，海南互联网企业积极探索和推进党
建工作，但总体上看，海南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还
处在起步阶段。会议指出，做好下阶段海南互联
网企业党建工作，要做好排查摸底，认清海南互联
网企业党建形势；抓住重点，瞄准重点园区行业企
业完善党组织建设；实行选派党建指导员制度，实
现党建工作全覆盖；抓住“关键少数”，加强对网企
高管的培训和吸纳；构建起契合互联网企业特点
的党建工作制度。

省委网信办主要负责人表示，互联网企业党
支部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企业自身优势，加强互联
网企业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全省统战部长会议召开
本报海口2月25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刘斌）2月25日上午，2019年全省统战部长会议
在海口召开。会议书面传达全国统战部长会议精
神，通报了省委书记刘赐贵对近期统战工作作出
的指示和批示，并就2019年全省统战的12项重
点工作进行了部署。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肖杰，副省长、省民族
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苻彩香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2018年，全省统战系统牢牢把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强大理
论武器，以求真务实、调查研究作为看家本领，坚
持改革创新，切实提高真做、会做的本领，在各领
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2019年是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年，全省统战系统在服务中心
大局、创新、把握政策、深入调研和“钉钉子”精神
等方面要狠抓落实。

肖杰要求，各级党委统战部要提高政治站位，
深刻领会中央部署和机构改革的重大意义；要创造
性地开展工作，使改革溢出效应充分显现；要善于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保证改革顺利完成；要重视解
决新情况新问题。全省统战系统要准确把握统一战
线新时代脉搏，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

“一览众山小”的政治站位和“放眼看世界”的开阔视
野，明确我省统一战线所处的时代方位、形势任务，
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汇聚统一战线磅礴力量。

本报海口2月25日讯（记者梁
振君 实习生梁庆豪）建设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是党中央赋予海南的重
要使命。海南日报记者2月25日从
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我省将加
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构建以高质量
发展为导向的海南省绿色标准体系；
强化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打好蓝天
保卫战、碧水保卫战、净土保卫战三
大战役；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
式，实施全面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
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方案等，多
管齐下高标准建设生态文明试验区。

在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方面，

今年我省将着力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建
设长效机制，构建以高质量发展为导
向的海南省绿色标准体系，开展生态
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编制生态保
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

“三线”和环境准入清单。制定碳排放
总量控制方案，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
新试验区。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
湾长制、林长制。总结推广海口创建
国际湿地城市经验，全面加强湿地保
护和恢复；建立完善生态环保信用机
制。建立完善环保信用评价、守信激
励、失信惩戒及承诺制度，健全环境违
法行为联合惩戒机制。

在强化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方
面，今年我省将着力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出台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行动
方案。加强工业、机动车、扬尘等治
理，强化槟榔土法熏烤、秸秆和垃圾露
天焚烧等管控工作，进一步提升环境
空气质量。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实施方案、污染水体三年行动方案、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开展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
进一步提升全省水环境质量。完成农
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划定农用地
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实施农用地分类
管理。建设海口五源河、三亚河等湿

地公园。确保城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例保持在98%以上，地表水质量达
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不低于
94.4%，近岸海域水环境质量优良率
不低于95%，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
优良水平。保持打违控违高压态势，
开展违法用地网格化管控试点，确保违
建“零增长”；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国家
海洋督察整改。推进各项整改措施落
地执行，确保整改工作有序推进，取得
实效。开展我省环保督察，督促市县党
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履行环保职责。制
定实施围填海监管和海域、海岛保护开
发管控办法；加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运

营。推进现有污水处理厂提标升级，加
快城镇污水处理配套管网建设等。

在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方面，今年我省将着力发展绿色产
业，包括在全省全面推广装配式建
筑，广泛开展面向城乡的政策宣传，
加强行业技术培训。发展新能源汽
车产业，新建配套充电桩4万个以
上，新增和更换的一般公务用车、公
交车全部使用清洁能源车辆；倡导绿
色生活，实施国家第六阶段机动车排
放标准。实施全面禁止生产、销售和
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方
案。实施绿色殡葬五年行动计划等。

我省加快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今年将打好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净土保卫战三大战役

最高院法官国际交流中心
海南基地在三亚揭牌

本报三亚2月25日电（记者徐慧玲 通讯员
王颖）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国际交流中
心海南基地在三亚揭牌成立。该基地的成立，为
中外司法交流合作搭建了桥梁，有利于拓宽新时
期人民法院国际交流合作的渠道，将为新时期人
民法院广大法官树立国际意识、学习借鉴国外法
治新经验提供平台。

据介绍，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国际交流中心海南
基地的成立，将进一步促进海南法院对标国际一流
营商环境，对标国际民商事规则，强化国际化审判
团队建设，提升国际司法能力。海南法院将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最
高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坚持以交流促合作，以合作
筑友谊的宗旨，有效整合国内外优质教育培训资
源，创新开拓国际教育培训合作，培养高水平的国
际化人才，打造一流的培训基地，在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以及人民法院
国际司法交流与务实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省高院党组
书记、院长陈凤超出席揭牌仪式并讲话。

本报抱由2月25日电（记者梁
君穷 特约记者林东）2月25日晚，乐
东黎族自治县召开机构改革动员大
会，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此次乐
东机构改革设置党政机构36个，其中
纪检监察机关1个、党委工作机关8
个、政府工作部门27个，主要机构及
其职能基本同省级机构保持一致，同
时因地制宜设置了相应的机构。

1个纪检监察机关是中共乐东黎
族自治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
会机关。8个党委工作机关包括县委
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一战线工
作部、政法委员会、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巡察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改革后的政府工作
部门包括办公室、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商
务招商局、科技工业信息化局、财政
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局、
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安局、司法局、民

政局、民族事务局、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交通运输局、审计局、水务局、退役
军人事务局、应急管理局、统计局、市
场监督管理局、林业局、医疗保障局、
扶贫工作办公室、行政审批服务局、综
合行政执法局。其中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局与县委宣传部合署办公，民族
事务局与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合署办

公，不计入机构个数。
会议指出，此次机构改革，要把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摆在首要位置，
自觉维护从中央到省委到地方政令
统一、运行顺畅、执行高效、充满活
力的工作体系；把服务重大战略作
为改革重要导向，在机构设置和职
能配置上既落实全省改革“一盘棋”

理念，又彰显乐东特色；突出体现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于加
强重点领域民生工作，立足建立健
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
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专项部署综
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明确了跨领
域综合行政执法+五大领域综合行
政执法的改革任务。

乐东设置党政机构36个
既落实全省改革“一盘棋”理念又彰显乐东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