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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一般性支出压减比例达到5%以上

市县压减比例一律不得低于5%
按照3%比例
压减“三公”经费支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621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5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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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24日讯（记者况
昌勋）近日，我省部分市县发生非洲
猪瘟疫情。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非
洲猪瘟防控工作，省委书记刘赐贵、
省长沈晓明分别作出批示，要求以最
严的措施严加防控和果断处置非洲
猪瘟疫情。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
震带队来琼督导非洲猪瘟防控工作。

刘赐贵在批示中要求，迅速摸清
情况，尽快查清疫情来源，采取一切
有效措施消除疫情并防止进一步蔓

延，做好养殖户善后工作。
4月19日，省防控重大动物疫病

指挥部启动防控非洲猪瘟Ⅰ级应急
响应，成立了5个省级非洲猪瘟防控
应急工作小组，派出技术人员约600
人次，深入万宁市、儋州市、海口市秀
英区、澄迈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陵水黎族自治县等市县疫点和疫区
指导封锁、扑杀、无害化处理和消毒
工作。禁止所有生猪及其产品调出
封锁区，禁止生猪运入封锁区。

连日来，于康震带队先后深入海
口市秀英区、万宁市等多个疫点，现场
指导疫情处置和疫区封锁等工作，并
召开农业农村部督导海南非洲猪瘟防
控工作会议。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进一步
落实责任，推动各项关键防控措施在
基层落细落地，坚决防止疫情扩散蔓
延。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非
洲猪瘟防控的重要性和海南省疫情形
势的严峻性。二是严格落实措施，做

到真排查、早报告、快处置、全阻断、严
防堵、促转型。三是发挥组织优势，进
一步压实地方政府的属地管理责任、
部门的监管责任和生产经营者的防疫
主体责任。四是强化责任追究，严肃
问责失职渎职，严厉打击违法犯罪。
五是加强统筹兼顾，坚持非洲猪瘟防
控和生猪产业发展两手抓、两促进。

4月23日，沈晓明就非洲猪瘟防
控工作再次提出要求，强调要清醒认
识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处置工作的极

端重要性和疫情的严峻形势。切实
落实农业农村部督导组提出的各项
工作要求，对发现的问题，一个市县
一个市县、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对照、
整改、销号。要严防死守，防止疫情
由点到面扩大。进一步压实责任，市
县要落实好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
要加强领导、靠前指挥。

副省长刘平治带队赴澄迈、儋
州、保亭、陵水的非洲猪瘟疫点、疫区
检查指导疫情处置工作。

海南全力开展非洲猪瘟防控处置工作
刘赐贵沈晓明作批示 农业农村部派出督导组来琼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者白
洁）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在人民大
会堂同智利总统皮涅拉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智利是第一个同
新中国建交的南美国家，也是第一
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同
中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实现
升级的拉美国家，是共建“一带一路”
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智关系长期走在
中拉关系前列。我们要继续发扬敢
为人先的精神，以共建“一带一路”为
新契机，深化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

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
台阶。双方要对接发展战略，确定重
点领域和项目，促进智利和拉美地区
互联互通。要推动双边贸易和投资
提质升级，加强在矿业、清洁能源、信
息通信、电子商务、科技创新、南极科
考等领域合作。要办好明年两国建
交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促进民心
相通。中方支持智方主办今年联合
国气候变化大会和亚太经合组织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推动亚太自由
贸易区建设，维护多边主义和多边贸

易体制。
习近平强调，中国与拉美和加勒

比国家合作的实质是南南合作，双方
要继续相互帮助、相互支持、优势互
补、互利共赢，共同实现发展振兴，共
同推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皮涅拉表示，智中建交50年来，
两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智利景仰
伟大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高度
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取
得的巨大成就和为人类作出的重大
贡献。 下转A02版▶

习近平同智利总统皮涅拉举行会谈

第五届海南“寻找百姓身边
好医护”活动今日启动

本报海口 4月 24日讯（记者符
王润）2019 年度海南省第五届“寻
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型公益活动
将于4月 25日启动，海南日报采编
团队将再次启程，带着读者一起走
近这些白衣天使，寻找那些动人的
医护故事。

本次活动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推出。

2014年—2017年，连续举办了
四届海南“寻找百姓身边好医护”大
型公益活动。4 年间，通过社会推
荐、个人自荐和记者采访获得线索
等多种方式，海南日报记者派出数
十名记者深入全省各市县实地采访，
共报道了我省各级医疗机构240名
好医护的先进事迹，并通过好医护的
故事展现出海南医疗卫生事业的可
喜变化。

今天，我们向您发出邀请，与我
们一起再次踏上寻找身边好医护的
旅途，一起体验抢救生命争分夺秒的
惊心动魄，感受为患者无私付出的医
者柔情。

（活动细则及参与方式见B08版）

省财政紧急拨5000万元
防控非洲猪瘟

本报海口4月24日讯（记者周晓
梦 通讯员朱莹莹）海南日报记者4月
24日从省财政厅获悉，近日省财政按
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紧急
拨付儋州、万宁等18个市县和洋浦经
济开发区非洲猪瘟防控补助资金
5000万元。

据了解，此次拨付的资金，将用于
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无害化处理
补助、检疫所需仪器设备及药物购置、
运输车辆监管等方面。省财政厅明
确，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标准暂按
照1200元/头（含人工饲养野猪）掌
握，市县可以细化补助标准；非洲猪瘟
病死猪和扑杀的生猪无害化处理补助
标准为80元/头。

本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张
振旺 刘麟鑫）近日，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
实过“紧日子”要求 压减一般性支
出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对各市县政府及省直部门压
减一般性支出、“三公”经费等提出
多条具体要求，以贯彻落实中央过

“紧日子”精神。
在压减一般性支出上，《通知》

要求，全省2019年一般性支出压减
比例达到5%以上，鼓励市县在原压

减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压减力度，市
县压减比例一律不得低于5%，压减
的资金用于重点支出。

同时，“三公”经费支出也有相
应压减要求。《通知》明确，在2019
年省本级、市县“三公”经费年初预
算限额的基础上，按照3%的比例压
减“三公”经费支出，鼓励市县提高
压减比例。

而在压减公务接待经费方面，
我省要求省本级、市县各部门应优
化调整支出结构，确保本部门的接

待费压减比例不低于3%。因公出
国（境）经费也同样要压减，省本级、
市县各部门应优化调整支出结构，
确保本部门的因公出国（境）经费压
减比例不低于3%。

此外，对于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和购置费，《通知》提出压减目
标：省本级、市县各部门应优化调
整支出结构，确保本部门的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和购置费压减比例不
低于3%。

据了解，今年以来中央陆续出

台了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我省财
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在此背景
下，我省及时出台全省压减一般性
支出和“三公”经费预算的具体举
措，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要当

“铁公鸡”，不该花的钱一毛不拔、严
控一般支出，也要打好“铁算盘”，该
花的钱要花好，花在刀刃上，加大对
民生等重点领域的投入，通过政府
部门过“紧日子”来换取企业和老百
姓的“好日子”，以实际行动落实中
央决策部署。

我省全面压减一般性支出

政府过“紧日子”百姓过“好日子”

本报海口4月24日讯（记者傅
人意 通讯员张元元）海南日报记者
4月24日从海南省防控重大动物疫
病指挥部了解到，目前，我省通过禁
止餐厨剩余物（泔水）饲喂生猪、限
期配齐官方兽医、加强生猪及生猪
产品调运监管等多项举措防控非洲
猪瘟。

近日，海南省防控重大动物疫
病指挥部印发《关于禁止餐厨剩余
物饲喂生猪的通知》《关于落实屠宰
环节官方兽医检疫监管制度的紧急
通知》《关于加强生猪及生猪产品调

运监管工作的通知》等文件，从非洲
猪瘟病源传播路径、屠宰环节管理、
生猪及生猪产品供应等方面进行非
洲猪瘟防控工作。

海南省防控重大动物疫病指挥
部要求，养猪场（户）禁止餐厨剩余
物饲喂生猪，及时切断病源传播路
径。一经发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
一律按有关规定进行严厉处罚，并
吊销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同时要
求各市县立即组织开展专项行动，
对所有养猪场（户）进行全面排查并
建立监管机制，重点排查城乡结合

部、辖区交界处等区域，做到全覆
盖、无死角。

海南省防控重大动物疫病指挥
部办公室相关负责人提醒，值得注
意的是，使用泔水喂猪的养殖户，一
旦造成疫病发生，不论养猪场（户）
规模大小，一律不予补助。

在屠宰环节，海南省防控重大动
物疫病指挥部要求各市县屠宰企业
落实官方兽医检疫监管制度，限期配
齐官方兽医。要求在5月15日前，
对于大型（上一年度实际屠宰量15
万头及15万头以上）、中小型（上一

年度实际屠宰量15万头以下、2万头
及2万头以上）、小型屠宰企业（上一
年度实际屠宰量2万头以下），配置
的官方兽医应分别不少于10人、5
人、2人，各市县要迅速开展辖区内
屠宰环节官方兽医配置情况自查。

同时，为保障生猪生产和肉品
供应，海南省防控重大动物疫病指
挥部要求，疫区所在的市县暂停生
猪及生猪产品调出本市县，如果是
符合相关规定的生猪、生猪产品，可
在本省范围内与屠宰企业实施出栏
猪“点对点”调运； 下转A03版▶

禁止餐厨剩余物喂猪 限期配齐官方兽医 加强生猪及生猪产品调运监管

我省多措并举防控非洲猪瘟

我省将全面推行农村公路
管理养护路长制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潘彤彤）省交通运输
厅近日印发《海南省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实施路长制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全省范围内推行农村
公路管理养护路长制。

根据《意见》，农村公路路长制由市县（区）、乡镇、
村三级路长体系组成，市县（区）设立总路长，由市县
（区）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县道、乡道、村道的路长分
别由县级领导、乡镇领导和村委会负责人担任。

总路长对全辖区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路域环境
整治和应急管理负总责；各级路长负责组织领导相应
公路的管理、养护、路域环境整治和应急管理工作，协
调解决有关问题；路政员、协管员或护路员负责路政管
理等工作，养护责任人或养路员负责农村公路的日常
养护。

此外，《意见》明确，市县（区）政府和乡镇政府均设
立路长办公室，其中乡镇政府路长办公室安排1-2名
专职管理人员。

根据《意见》，路长制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公路管理，
深入开展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三基三化”（基础管理制度
规范化、基层管养队伍专业化、基层管理站所标准化）建
设，提升基层管养队伍专业化和标准化水平；强化公路
养护，加强公路养护巡查和桥隧日常检查和防护，提升
公路使用寿命和安全水平等。

4月21日，高空俯瞰红岭灌区田间工程位于定安县龙湖镇施工段的高架引水渠施工现场。
红岭灌区田间工程作为海南红岭灌区工程的配套工程被列为省政府重点项目，将通过田间工程引水

解决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问题。项目静态总投资31.62亿元，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5.88亿元。
工程设计灌溉面积122.39万亩，覆盖海口、文昌、屯昌、定安4个市县。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南红岭灌区田间工程
累计完成投资5.88亿元

本报海口4月24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廖忠
芳）今年一季度，我省继续加大脱贫攻坚力度和民生投
入，居民收入保持稳步增长，实现了开门红。

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住户调查数据显示，
2019年一季度，海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下简称
收入）为7105元，同比名义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7.2%。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9621元，同比名义增长8.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6.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57元，同比名义
增长8.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

一季度我省居民增收的主要亮点有：居民收入名
义和实际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居民收入实际增速
明显高于经济增长，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回升明显，以及
收入实际增速创近年新高。从收入来源来看，一季度
我省居民四大项收入均呈增长态势，其中：工资性收入
增长8.3%，经营净收入增长6.6%，财产净收入增长
13.6%，转移净收入增长11.2%。

2019江东新区
万人健步大会开放报名

本报海口4月24日讯（柳莺）由
海南省总工会、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厅、海口市人民政府和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 2019 江
东新区万人健步大会活动将于5月1
日在海口举行，即日起开启免费报名
通道。参与者可通过登录活动官方网
站（http：//hndaily.saihuitong.com）
和关注微信公众号进入报名链接免费
报名。

据介绍，此次活动旨在推动海南
“体育+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
展示海口江东新区建设成果。

据了解，此次活动不收取参加者任
何报名费用。活动主办方免费提供服
装、背袋等装备。

（更多活动信息见A08版）

一季度我省居民收入
保持稳步增长
海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105元

同比实际增长7.2%，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按常住地分

我省首家外商投资
股权投资企业成立

A03

田径亚锦赛4×100米接力
中国男队犯规

海南飞人江亨南
与冠军失之交臂

B06

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4月25日至27日
在北京举行

A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