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日-16日
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
海南岛全岛有小阵雨或雷阵雨
其中14日五指山以北局部地区
可能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
等强对流天气

15日
全岛最低气温19℃-22℃
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
最高气温下降至22℃-25℃
南部地区26℃-30℃

16日起
全岛气温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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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3月11日就埃塞俄比亚航
空公司客机失事造成大量人员遇难分
别向埃塞俄比亚总统萨赫勒-沃克、
肯尼亚总统肯雅塔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埃

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失事，造
成包括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中国公民
在内的重大人员生命损失，我谨代表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
名义，向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向遇
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相信埃塞

俄比亚政府能够有效做好善后工作，
中方将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此
向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致慰问电，向
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
慰问。

就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客机失事

习近平向埃塞俄比亚总统、
肯尼亚总统致慰问电

本报海口3月11日讯（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董立就 李凡）海南日报
记者3月11日上午从海南省气象台
了解到，预计本周受两股冷空气影响，
海南省大部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
气；3月15日各地气温下降明显，最
低气温将降至19℃。

陆地方面，3月12日，受冷空气
影响，海南岛大部地区阴天有小
雨。13 日，受东南气流影响，海南
岛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阵雨或雷阵
雨；气温明显回升，最高气温北部、
西部和南部地区 28℃-31℃，其余
地 区 26℃- 28℃ ，全 岛 最 低气温
21℃-24℃。

琼岛本周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最低气温将降至19℃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中共
中央办公厅近日发出《关于解决形
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
知》，明确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
减负年”。

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11日介
绍说，去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一
份材料上作出重要批示，强调2019
年要解决一些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
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负。《通知》明确
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
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心系基层、

关爱干部的深厚情怀，表明了党中央
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狠
抓作风建设的坚定决心，树立了为
基层松绑减负、激励广大干部担当
作为的实干导向。《通知》坚持严管
和厚爱结合，对解决形式主义突出
问题为基层减负作出进一步部署，
有利于更好激励广大干部崇尚实
干、担当作为，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
国成立70周年。

《通知》围绕为基层减负，聚焦
“四个着力”，从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加强思想教育、整治文山会
海、改变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
度留痕现象、完善问责制度和激励
关怀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务实管用
的举措。

针对目前文山会海反弹回潮
的问题，《通知》在这方面定了一些
硬杠杠。一是层层大幅度精简文
件和会议；二是明确中央印发的政
策性文件原则上不超过 10 页，地
方和部门也要按此从严掌握；三是
提出地方各级、基层单位贯彻落实

中央和上级文件，可结合实际制定
务实管用的举措，除有明确规定
外，不再制定贯彻落实意见和实施
细则；四是强调少开会、开短会，开
管用的会，对防止层层开会作出规
定。

《通知》着力于解决督查检查考
核过度留痕的问题，明确提出要强
化结果导向，坚决纠正机械式做
法。针对有的地方和部门搞“责任
甩锅”，把问责作为推卸责任的“挡
箭牌”，《通知》要求严格控制“一票

否决”事项，不能动辄签“责任状”。
《通知》还要求对涉及城市评选评比
表彰的各类创建活动进行集中清
理，优化改进各种督查检查考核和
调研活动，不干扰基层正常工作。

此外，《通知》还对抓落实的工作
机制作出安排，提出在党中央集中统
一领导下，建立由中央办公厅牵头的
专项工作机制。各地区党委办公厅
要在党委领导下，负起协调推进落实
责任。

（相关报道见B01版）

中办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

明确2019年为“基层减负年”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特派记
者况昌勋）3月 11日出版的《人民
日报》在“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栏
目，以“呵护绿水青山 建设生态文
明”为题刊登全国人大代表、省长
沈晓明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署名
文章。沈晓明表示，建设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是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之
一。海南正在推动一批标志性工
程，呵护绿水青山，建设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
沈晓明指出，2018 年 4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布，“党中
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
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按
要求，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三区
一中心”的战略定位之一，就是建设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沈晓明说，围绕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建设，呵护绿水青山，海南

正在推动一批标志性工程：一是
设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
案》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审议通过，确定总面积为4400余
平方公里，目前正编制总体规划，
推动生态搬迁。二是推广使用清
洁能源汽车。发布《海南省清洁能
源汽车发展规划》，到2020年实现
公共服务领域清洁能源化，2030
年全面禁售燃油汽车。三是启动

“禁塑”工作。2020年底前，全省
全面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一次性
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具。四
是建设全岛“气网”，实现农村“气
代柴薪”。同时，深入推进生态环境
六大专项整治，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农村污染物治理，切实提
高项目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
扎实推进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确保海南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
好、不能变差。

《人民日报》刊登沈晓明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署名文章

呵护绿水青山 建设生态文明

本报海口3月11日讯 （记者孙慧 实习生莫凡
璐）海南日报记者3月11日从省林业局获悉，经过多
年开展“绿化宝岛”、退塘还林等大规模绿化行动，我省
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2.1%以上，全省宜林地逐年减少，
为此，我省鼓励机关单位、企业、群众拓展造林空间，在
门前屋后、沟边、路边“见缝插绿”，应绿尽绿，推进立体
绿化创造美好家园。

进入3月以来，我省各市县陆续开展义务植树活
动，村边、路边、沟边，栽下一株株树苗，平添一抹抹绿
意。为拓展造林空间，我省林业部门积极做好林权确
认工作，并免费向农民赠送苗木，组织林业专家下乡推
广种植技术。此外，我省在植树造林过程中逐步提高
珍稀乡土树种比例，积极推进造林绿化与彩色化、珍稀
化和效益化相结合，既打造绿树环绕的生态环境，也在
探索助农增收的新路子。

截至2018年底，我省油茶、白木香、降香黄檀、木
麻黄四项第一批地方林木种苗标准正式实施，全省土
沉香、黄花梨等珍稀乡土树种种植面积已达22.4万
亩。全省林下经济产业不断壮大，累计从业人数61万
人，产值149亿元。

据了解，海口、三亚、儋州等主要城市以创建园林
城市为目标，完善城市绿化总体布局，鼓励小区、单位
等大力开展立体绿化，增绿添美，积极拓展城市绿化
空间。行走在这些城市，医院、学校等建筑走廊上绿
植茂盛，小区居民楼顶上的空中花园生机盎然，街心
公园两岸披绿，“见缝插绿”的立体绿化让城市增添不
少绿意。

据介绍，2019年我省计划完成造林绿化10万亩，
鼓励全民义务植树，让城市增绿，身边添绿。城市地区
要打造特色森林景观、城市湿地等突出亮点，多层次构
建稳定健康的城市生态体系；乡村地区要结合乡村振
兴战略和森林乡村创建活动，动员农民动手绿化养护，
开展乡村绿化美化行动，提升乡村绿化水平。

见缝插绿 应绿尽绿

我省拓展造林空间推进立体绿化

本报海口3月11日讯（记者梁
振君）省发展改革委近日披露的信
息显示，海南省环岛旅游公路（东、
西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近日分
别获批。其中，环岛旅游公路琼海
段和昌江段将于今年开建，项目的
顺利推进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我省公
路网结构，提升我省旅游服务质量，
促进沿线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和经济
社会发展。

环岛旅游公路是推进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全域旅游建设的重要项
目。环岛旅游公路（东段）贯穿文

昌、琼海、万宁、陵水、三亚等沿海5
个市县，串联沿途特色海湾、特色
海角、特色小镇和旅游景区、度假区
等。路线长522.61公里，其中，新建

140.77公里，改建45.14公里，利用
336.7公里。新建桥梁7257延米/
69座，其中大桥5305延米/12座，
中桥1246延米/19座，小桥706延

米/38座。
环岛旅游公路（西段）贯穿乐东、

东方、昌江、儋州、临高、澄迈等沿海
6个市县和洋浦经济开发区，路线长
422.1公里，其中，新建219.3公里，
改建82.7公里，利用120.1公里。

环岛旅游公路建设内容包括路
基、路面、桥梁、涵洞、路线交叉、交
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环境保护与景
观设计、旅游服务配套设施等。主
线一般路段采用双车道三级公路设
计标准，设计速度为每小时40公里
或30公里，路基宽9.5米。

环岛旅游公路（东、西段）工程可研报告分别获批

944余公里旅游公路串起山海美景

3月11日，俯瞰五指山至保亭至海棠湾高速公路三亚段南田藤桥东河大桥施工
现场，钢便桥已经架设完毕。据悉，项目随后将进入主体桥墩架设阶段。该高速公路
作为中线高速公路及海南省田字型高速公路网的重要补充部分，全长约56公里。
2017年底该项目与儋州至白沙高速公路开建，两条高速路建成后，海南本岛将实现
“县县通高速”。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为“县县通高速”
修路架桥

本报那大3月11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牛
伟）海南日报记者3月11日从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了解
到，该院二期及配套设施项目建设已进入尾声，正在进
行机器调试，年内即可投入使用。项目投入使用后，将
进一步缓解儋州及周边地区群众住院难题。

据介绍，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二期及配套设施项目
总投资4.3亿元，建筑面积约6.5万平方米。此外，已
经开工建设的三期工程计划建筑面积9.5万平方米，
共设病床600张。据了解，海南西部中心医院项目包
括住院大楼、综合大楼、感染住院楼、住院医师规培楼
和实验中心楼。工程完工后，该医院将成为我省西部
地区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高、环境最好的三级甲等综
合医院。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二期
年内投入使用

本报三亚3月11日电（记者孙
婧）作为三亚市文化中心的重要子项
目之一，三亚市博物馆建设方案日前
进入研究策划阶段。根据三亚建设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
战略定位，三亚市博物馆将被打造成
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支点、世界级的
地标性建筑。

3月10日，三亚市博物馆建设方
向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及湖
北省博物馆的专家团队咨询。后者为
三亚市博物馆的建设和展陈方案，提
出了诸多建议。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三亚是汉
族、黎族、苗族、回族等多民族聚居之
地，拥有史前石器时代遗址和落笔洞
文明，也有各民族留下的丰富的非物
质文化遗存。

三亚有关方面表示，三亚市博物
馆的建设，将以质量和品质优先，不设
时间限制，力争打造成三亚文化精品
及城市地标性建筑，丰富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文
化内涵。

三亚市文化中心项目经理王江
龙表示，三亚市博物馆建设团队将
在专家建议基础上，结合三亚城市
发展的战略定位，开展更详细的规
划设计。

三亚市博将打造成
城市地标性建筑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松绑”科研人员
——科技部负责人回应热点问题

加强市场监管
维护市场秩序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

药监局、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答
记者问

不动摇、不松劲、
不开口子

——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
回应生态环境保护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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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段：路线长522.61公里
贯穿文昌、琼海、万宁、陵水、三亚

西段：路线长422.1公里
贯穿乐东、东方、昌江、儋州、临高、澄迈、洋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