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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近日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习近平强调，实行垃圾分类，关系
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
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
要体现。

习近平指出，推行垃圾分类，关

键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
制、推动习惯养成。要加强引导、因
地制宜、持续推进，把工作做细做实，
持之以恒抓下去。要开展广泛的教
育引导工作，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
实行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
过有效的督促引导，让更多人行动起
来，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全社会

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境作
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
展作贡献。

习近平十分关心垃圾分类工作。
2016年12月，他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
导小组会议研究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
度，强调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
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

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
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
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
围。习近平还多次实地了解基层开展
垃圾分类工作情况，并对这项工作提
出明确要求。

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行垃圾分类
制度，全国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到面、

逐步启动、成效初显，46个重点城市
先行先试，推进垃圾分类取得积极进
展。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
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
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
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
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
圾分类处理系统。

习近平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

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对标要求任务 狠抓贯彻落实
——二论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陈
卓斌 通讯员丁琦）海南日报记者从
6月3日上午举行的2019年普通高
考和高中基础会考新闻媒体通气会
上获悉，今年共有59917人在我省
报名参加普通高考，比去年增加
1301人，其中文史类19496人、理
工类34775人、艺术类3390人、体
育类2256人。今年我省参加高中

基础会考的考生共计3620人。
2019年，通过户籍、学籍大数

据信息比对，以及到班点名等方
式，经教育、公安、人社等部门审
查、核查，我省共有450名考生只
能报考本科B批和高职专科批次，
有 464名考生只能报考本省高职
专科批次。据统计，今年全省共有
2720名异地高考考生，经审查，共

有2145人被同意在我省报考，111
人只能报考本科B批和高职专科
批次，464人只能报考本省高职专
科批次。

在高职扩招方面，我省今年拟
扩招1.5万人，将通过普通高考、高
职对口单招、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试
点项目等多种渠道完成。

省考试局负责人表示，今年，我

省已组织15所高职院校实施了对
口单独招生考试，共有4995名考生
报名参加了考试，报考人数比去年
增加了1327人。此外，我省今年共
组织3000多名考生参加空军招飞
选拔，其中1599名通过初选检测，
123 名考生通过了复选体检，比
2018年增加了22人。

（相关报道见A05版）

今年我省共有59917人报名参加高考
比去年增加1301人

■ 本报评论员

纲举目张，执本末从。全省“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大会强
调，要准确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和“理论学习有
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
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
率”的目标任务，对标对表抓好落实。
这给全省扎实开展主题教育明确了方
向、划出了重点、提供了遵循，各级党
委（党组）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
以更加饱满的精神、更加积极的行动、

更加过硬的作风投入到主题教育中，
全力抓好贯彻落实。

对标要求任务，狠抓贯彻落实，
必须认真贯彻主题教育的总要求，确
保主题教育沿正确方向开展。“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
求，根据的是新时代党的建设任务，
针对的是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
的是这次主题教育的特点，具有很强
的现实针对性和战略指导性。因此，
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严格对照党中央的决
策部署和省委的实施方案，增强方向

感，下足硬功夫。要深刻理解“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是一个
相互联系的整体，必须全面把握，将
其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要把自己
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
去，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守初心
中铸就忠诚，在担使命中展现本色，
在找差距中补齐短板，在抓落实中创
造实绩。

对标要求任务，狠抓贯彻落实，必须
紧紧围绕主题教育的目标任务，确保主
题教育取得预期效果。 下转A03版▶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发布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标识。

活动标识以数字“70”和代表国家形象的国徽五
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核心元素，紧扣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庆典活动主题。活动标识中，“70”设
计成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党和国家
各项事业的崭新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中华民族奋力谱写新篇章。“7”的造型又像节日
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醒目的金色立体国徽五星
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了一动一静的互动关系，
既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庆
气氛。

活动标识可广泛用于各地各部门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环境布置和群众性主题教育活
动用品制作。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活动标识发布

省政协召开会议传达学习
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动员大会精神
毛万春主持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刘操）日前，省政协召
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一次动员会，传达
学习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大会精
神。毛万春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我省贯
彻落实意见，部署省政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工作。毛万春指出，要充分认识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不断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要把主题教
育变成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高质量完成协商议题，提
出能操作、起作用、能治病的政协方案。要坚持问题导
向，大力弘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决同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和各种顽疾、潜规则作斗争。要坚持相关
工作机制，让人人有压力、动力、活力，让人人都积极主
动。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要牢记政协的职责
定位去发挥作用，积极鼓与呼，做好示范，切实履行好
民主监督职能。

会议还传达学习海南省党政代表团在北京、天津、
河北雄安三地学习考察期间，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刘赐贵的相关指示精神。毛万春指出，全省政协
系统要认真吸收借鉴三地的好经验好做法，全力以赴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年各项工作取得实际
成效，履职尽责推进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

省政协副主席马勇霞、史贻云、王勇、吴岩峻、陈马
林、蒙晓灵、侯茂丰，秘书长王雄出席会议。

本报海口 6月 3日讯 （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6月3日上午，全
省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三年攻坚战
启动一周年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
开展攻坚战一年来，我省道路交通安
全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攻坚战取
得阶段性胜利。

据了解，省委、省政府决定自
2018年6月起，开展为期3年的全省
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攻坚战。开
展攻坚战一年来，全省各市县、各有
关部门和各单位共同努力，实现了道
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各项
道路交通事故指标明显下降。交通
安全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有以下
几个主要原因：一是加强顶层设计，
进一步完善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
机制。二是加强管控查处，进一步净
化路面交通通行秩序。三是加强精
细化和常态化管控，进一步提升道路
交通安全管理效能。

死亡780人，同比下降20.3%

受伤3284人，同比下降4.5%

我省道路交通安全三年攻坚战
取得阶段性成效

各项道路交通事故
指数明显下降

2016年-2018年
新能源汽车购车补贴
开始申请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省工信厅、
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
2016年至2018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地方财政补贴清算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市县工信主管
部门自通知发布之日起开始受理符合
要求的新能源汽车补贴申请。

《通知》明确了补贴申报范围及
相关要求，分别针对2016年暂缓审
核车辆，即在2016年已申报补贴，但
在补贴审核过程中发现问题并暂缓
审核的车辆；2017年消费者在海南
省上牌但未申请补贴的新能源汽车；
2018年消费者在海南省上牌的新能
源汽车，提出不同的申报要求。

《通知》就补贴标准进行分类明
确，购车消费者可在省工信厅门户
网 站 （http：//iitb.hainan.gov.cn）
查看具体标准，并按相关要求编制
新能源汽车购车补贴申请材料装
订成册，一式四份，按属地管理原
则申请海南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地
方购车补贴。

本报海口6月3日讯（记者况
昌勋）6月3日下午，省长沈晓明在
海口会见了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联
络办公室副主任姚坚率领的澳门旅
游及会展业界考察团一行。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
委书记刘赐贵感谢澳门中联办和澳
门各界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他简要介绍了海南自贸试验区
和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情况，指出
海南当前正在积极完善会展设施，
推进环岛旅游公路等基础建设，通
过“旺工淡学、工学交替”方式加强
旅游服务业人才培养，加快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希望琼澳发挥各自优势，深化在旅

游、会展、科技园区等方面合作，欢
迎澳门企业来琼投资兴业。

姚坚表示，考察期间感受到了
海南落实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决策
部署的坚定决心，以及推进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的信心和氛围。海南与
澳门在多领域有较大合作潜力和空
间，我们将认真总结此次考察成果，

向澳门特区政府提出建议，进一步
推动琼澳合作。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澳门会
议展览协会及部分企业负责人也围
绕开发“一程多站”旅游产品、联合
举办国际会议、人才教育培训等合
作事项进行了交流。

肖杰参加会见。

沈晓明会见澳门旅游及会展业界考察团

截至2019年5月31日
全省共发生一般程序的道路交通事故

2752起，同比下降4.4%

人在我省报名参加普通高考59917
文史类19496人 理工类34775人
艺术类3390人 体育类2256人

其
中

参加高中基础会考的考生共计3620人

高职院校拟扩招1.5万人
制图/王凤龙

教育部发布2019年
第1号留学预警

我国将发5G商用牌照，
正式迈入商用元年

日前，位于文昌市锦山镇南拔村的水稻田，一眼望去，稻浪起伏，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间收割水稻。
据了解，这片1500亩的田地在一年前还是撂荒地。2018年，文昌加快了土地流转进程，根据全市撂荒耕地的性质，按照

宜果则果、宜稻则稻、宜菜则菜的原则，对撂荒耕地进行了综合治理。截至2018年底，文昌共完成撂荒地整治2.08万亩。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撂荒地上稻花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