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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炼过硬作风
抓好任务落实
——八论学习贯彻省委七届六次
全会精神
■ 本报评论员

善谋者行远，实干者乃成。“没有过硬的作风作保
障就难以有效推动落实！”在省委七届六次全会上，省
委书记刘赐贵强调，要在加强领导、狠抓落实上下功
夫，层层压实责任，挂图作战，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当
前和今后该怎么干，此次全会进一步完善了“路线图”、
作出了“动员令”。当务之急，唯有深刻领会全会精神，
坚定不移改进作风，全力以赴抓好落实，才能让蓝图早
日变为现实，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向深入。

良好的精神状态，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
过去一年，面对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海南之所以能够
顶住巨大压力，蹄疾步稳实现良好开局，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就在于全省上下苦干担当，以“一天当三天用”

“不惜脱几层皮”的干劲，积极主动谋改革、抓项目、促
发展，营造了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如今，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正是吃劲的时候，需我们再接再厉、更
进一步，持之不懈提高执行力、锤炼硬作风，全力抓好
各项任务的有效落实。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锤炼过硬作风，抓好任务
落实，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增强创
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关键。形势越是严峻，任务越
是繁重，越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各级党组织要切实
扛起政治责任，做好组织领导、协调推动、督促落实，既
要选优配强班子，也要精心抓好干部队伍建设，结合正
在开展的“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和“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专题教育，积极鼓励引导广大干部创新
实干、拼搏进取。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锤炼过硬作风，抓好任务
落实，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建设自贸区、自
贸港，是繁重的政治任务，绝非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
能实现。而且，按照中央要求，海南自贸区建设到
2020年要取得重要进展，时间极为紧迫，任务极为艰
巨，既喊不来，也“等靠要”不来，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
感，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努力实现新作为，奋力开
创新局面。

“攻坚克难，实干为先。”锤炼过硬作风，抓好任务
落实，要涵养敢担当、善作为的良好风尚。志不求易者
成，事不避难者进。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发挥模范带
头作用，将心思用在事业上，把身子沉到基层去，身体
力行，埋头苦干，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确
保政策早见成效。广大党员干部要甩开膀子向前走，
撸起袖子加油干，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推动美好蓝
图加快转变为生动现实，坚决杜绝不用心、不务实、不
尽力等不良行为。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古今事业必成于实。今年是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年，自贸试验区建
设的一系列重要政策、重点项目亟待落地。面对紧
迫形势，我们只有坚定舍我其谁的信念、勇当尖兵的
决心，坚定不移改进作风、增强本领，时刻保持爬坡
过坎的压力感、奋勇向前的使命感、干事创业的责任
感，务实求变、务实求新、务实求进，才能顺利完成政
策落实年的各项任务，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贸区、
自贸港，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
国成立70周年。

本报海口4月21日讯（记者彭
青林 良子）4月21日下午，中央扫黑
除恶第18督导组与海南省委第二次
工作对接会在海口召开。督导组组
长吴新雄主持会议并通报第一轮下
沉督导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建
议。省委书记刘赐贵对此次会议高
度重视，专门作出批示，要求各有关
部门落实好会议精神，并对下一阶
段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受刘赐贵委
托，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代表省
委作表态发言。

吴新雄指出，海南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照第
一次对接会督导组提出的问题和建
议，全面部署整改落实工作，坚持边
督边改、以督促改，紧紧抓住“六个围
绕”全方位发力，全省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取得重要进展。

吴新雄在反馈第一轮下沉督导
发现的主要问题后强调，要深入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四个
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压实政治责任。海南
各级党委政府“一把手”要做到重大
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
落实情况亲自督查，靠前指挥，扑下
身子，狠抓落实。要及时下派工作
组，进一步推动整改落实。要加大案
件办理力度，开展“涉黑涉恶人员追
逃”“打伞破网”“打财断血”等三个专
项行动。要组织下派公检法业务骨
干，深入基层指导办案。要加强基层
组织建设，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
壤。要加大宣传发动力度，营造扫黑

除恶强大声势，坚决打好扫黑除恶的
人民战争。

沈晓明表示，督导组指出的问
题，客观、精准，全面反映了我们工作
中的差距与不足，是对我们扫黑除恶
工作的一次“体检”；提出的工作建
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明确了下一步工作的发力点，为夺取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胜利增添了信
心和力量。各市县各部门要进一步
提高认识，坚决克服麻痹松劲思想，
以中央督导组下沉督导为契机，再鼓

干劲、精锐尽出、善作善成，以高度的
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推动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开展。要
强化组织领导，夯实整改工作责任，
坚持边督边改、立行立改，抓好督导
反馈问题的整改落实，扎实开展三个

“专项行动”，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
断引向深入。

中央扫黑除恶第 18督导组成
员，省领导蓝佛安、刘星泰、彭金辉、
陈凤超、路志强，驻琼军警部队领导
杜亚勇出席会议。

中央扫黑除恶第18督导组
与海南省委第二次工作对接会召开

吴新雄主持并通报督导情况 刘赐贵作批示 沈晓明作表态发言

三亚一季度
已开工项目43个
完成投资逾20亿元

本报三亚4月21日电（记者易宗
平）4月2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
市政府常务会议上获悉，今年一季度，
全市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 20.86 亿
元，同比增长67%。

在集中开工和签约活动推动下，
今年一季度三亚已开工项目43个，同
比增加24个。

从全省来看，三亚集中开工项目
投资超过全省综合指标。三亚市政府
有关负责人表示，全市各有关部门要
充分把握今年五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机遇，简化程序，提高审批效率，全力
以赴推进项目按计划开工，争取进一
步扩大投资规模，促进投资有效增长。

海南生态软件园
投20亿元建设
iSchool微城未来学校

本报老城4月21日电（记者邵长
春 王培琳 通讯员陈金梅 吴月明）4
月20日，海南基础教育改革创新活动
在澄迈海南生态软件园举行，iSchool
微城未来学校被省教育厅授予“海南
省基础教育改革创新实验校”。这是
海南首个获此授牌的学校。海南日报
记者了解到，iSchool微城未来学校
由海南生态软件园投入20亿元建设，
将于今年秋季开始招生。

省教育厅厅长曹献坤表示，我
省将以 iSchool 微城未来学校为试
点，探索实施基础教育领域教学、育
人、引才等方面的改革创新，为海南
乃至全国基础教育创新发展提供生
动案例。

同日，中国教育学会未来教育家
培养基地落户海南，该项目由中国教
育学会主办、海南生态软件园提供赞
助，是支持培养未来教育家的公益培
养项目，培养期限3年。本次培训特
别支持海南5个名额，下转A02版▶

（相关内容见A03、A04版）

中办印发《党政领导干部
考核工作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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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这个“456”不简单
——内外联动开放释放“上海磁力”

本报海口4月21日讯（记者彭
青林）4月21日，省委书记刘赐贵对
我省高温干旱情况作出批示，要求全
省各级各有关部门切实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采取综合有效措

施减少损失，特别是尽可能减少停
电，做好抗高温和抗旱工作。

据气象监测显示，今年3月以来，
我省多地出现高温天气，大部分市县
高温天气比常年偏多，个别市县连续

出现最高气温超过37℃的高温过程，
部分市县出现不同程度的气象干旱。

刘赐贵在批示中强调，各级党委
政府和省直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今年
高温干旱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

影响，采取综合有效措施减少损失，特
别是合理安排电力维修，尽可能减少
停电，露天施工要做好防高温降暑的
安排，出现干旱的地区要启动抗旱预
案；要切实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做好抗高温和抗旱工作。
据气象部门预测，4月底高温天

气将逐步缓解，随着各地抗高温和抗
旱工作持续开展，不会对“五一”小长
假出游造成影响。

刘赐贵对抗高温和抗旱工作作出批示要求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采取综合有效措施减少损失

科普小知识

本报海口4月21日讯（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吴洁飞）海南省气象局
4月21日16时继续发布高温四级预
警：预计22日白天，海口、临高、澄
迈、定安、屯昌、东方、昌江、白沙、儋
州 9 个市县的大部分乡镇将出现
37℃-39℃的高温天气，请有关单位
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海南省气象部门提醒，近期琼岛
频现高温，请市民朋友尽量避免午后
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户外或者高温

条件下的作业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
防护措施，有关部门应注意防范因用
电量过高，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
负载大而引发火灾。此外，还要注意
防御雷电、短时强降水和局地冰雹；
出现雷雨时不要靠近高压电线和孤
立的高楼、大树等，更不要在空旷高
地上或大树下避雨；远离临时围板、
广告牌、棚架等临时搭建物，以防大
风造成临时搭建物倒塌；注意提前做
好车辆、农作物等的防雹措施。

根据气象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
和紧急程度，气象灾害预警分为一
级、二级、三级和四级4个级别，一级
为最高级别。

根据海南省实际情况，高温预警
按以下标准发布：

三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
我省 3 个及以上市县将出现 40℃以
上的高温天气。

四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
我省 7 个及以上市县将出现 37℃以
上的高温天气。

关注高温天气

本报海口4月21日讯（记者
孙慧）连日来，我省持续出现高温
天气。4月21日，按照省委、省政
府要求，省应急管理厅发布高温天
气提醒，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各单
位切实做好高温季节安全生产和
民生保障工作，最大限度减少各类
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和生产生活正常秩序。

4月21日16时，省气象局继续
发布高温四级预警，预计22日白
天，海口、临高、澄迈、定安、屯昌、
东方、昌江、白沙、儋州9个市县的
大部分乡镇将出现37-39摄氏度
的高温天气。为防范高温天气，我

省各职能部门将加大对各行各业
的高温防范检查。安全生产部门
督促工矿企业、建筑工地等户外或
者高温条件下的作业人员单位，减
少或停止高温时段室外作业（除特
殊行业外），改善作业条件，采取必
要的防护措施。各市县民生保障
部门将加强值班值守，抓好维修检
查，及时排除隐患，确保供水、供
电、供气到位。

高温天气持续，加大了电力设
备负载，在用电安全上，电力部门
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电线、变
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大而引发火
灾。各市县教育民政部门禁止学

生、青少年私自下河游泳；对老、
弱、病、幼人群提供防暑降温指导，
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市场监
督部门督促超市、农贸市场做好食
品卫生安全工作，保障农副产品市
场供应。森林农业水利部门加大
防范高温干旱引发的森林火灾力
度，以及扎实做好抗旱工作。

据了解，今年4月3日以来，根
据气象干旱情况，我省在陵水、临
高、澄迈、儋州、昌江、文昌6个市
县实施了人工增雨作业，截至4月
21日20时，共开展作业18次，发
射火箭弹50枚，燃烧烟条6根，作
业后各作业区域增雨降水明显。

气象干旱不等于农业干旱，我省三
防部门将会商气象、水务、农业等
相关职能部门，视情况继续采取适
当措施。

省应急管理厅还提醒，市民注
意防范防御雷电、短时强降水和局
地冰雹，出现雷雨时不要靠近高
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等，更
不要在空旷高地上或大树下避
雨；远离临时围板、广告牌、棚架
等临时搭建物，以防大风造成临
时搭建物倒塌；注意提前做好车
辆、农作物等的防雹措施。司机
朋友要谨防车辆自燃事故，谨防
小孩留在车内。

我省发布高温天气提醒

做好生产生活高温防范

我省9市县今天将现37℃-39℃高温
省气象局继续发布高温四级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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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2019
年4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斯
里兰卡发生系列爆炸事件向斯里兰
卡总统西里塞纳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贵国首都科
伦坡等地发生系列爆炸事件，造成

重大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
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
义，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
伤员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
问。

习近平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坚定同斯里兰卡人民站在一
起，坚决支持斯方维护国家安全和
稳定。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
此向斯里兰卡总理维克拉马辛哈致
慰问电。

习近平就斯里兰卡发生系列爆炸事件
向斯里兰卡总统致慰问电
李克强向斯里兰卡总理致慰问电

三亚：科技手段加强森林防火
近日，在三亚市森林防火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正在通过视频监

控巡查并记录辖区情况。
我省部分地区近来出现高温天气，高温天气增加森林火灾发

生的风险。三亚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启用无人机进行巡查，坚
持人防和技防相结合，借助科技手段及早发现火灾隐患，防范重特
大森林火灾。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