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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书记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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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6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孙秀英）
近日，总量减排指标国家考核“成绩单”出炉，我省四项考
核指标均达标。7月6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
获悉，我省总量减排等7项生态环境约束性指标年度考
核目标全部完成，顺利达到“十三五”规划时序进度要求。

据了解，生态环境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通报
2018年环保约束性指标完成情况审核结果的函》，通
报去年各省市区的总量减排、大气环境等各项指标国
家考核“成绩”。通报指出，去年我省总量减排、大气环
境质量等共7项国家下达的约束性指标全部达到年度
目标任务。

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我省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
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总量较2015年分别下降38%、
11.6%、2.16%和5.22%，重点工程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较2015年分别减少了
0.7万吨、0.9万吨、0.64万吨和0.11万吨，全部达到了
总量减排指标考核要求，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

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人介绍，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是总量减排指标国家考核的四
项主要污染物。其中，二氧化硫主要来源于煤炭燃烧
和其他含硫原料的加工；氮氧化物主要来源于燃烧和
汽车行驶过程的排放；化学需氧量是水体有机污染的
一项重要指标；氨氮是无机营养盐的一种，含量过高可
导致水体富营养化。下一步，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将继
续以生态环境质量和资源利用效率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为目标，不折不扣地完成和落实国家各项生态环境质
量考核任务，扎实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总量减排指标国家考核“成绩单”出炉

我省四项考核指标均达标

本报海口7月6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朱莹
莹）海南日报记者7月6日从省财政厅获悉，我省提前
实现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建档立卡贫困胶农参保
全覆盖目标。截至6月底，全省年内参保受益胶农
4.88万户，面积54.43万亩，其中，建档立卡贫困胶农
4.34万户，面积41.82万亩。

据统计，在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建档立卡贫
困胶农参保全覆盖工作中，财政保费补贴投入逾5214
万元，带动保费收入近5437万元，提供风险保障超4.9
亿元，提前6个月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胶农（达到开割
条件并愿意参保）参保全覆盖目标。其中万宁市、五指
山市分别成为我省首批实现建档立卡贫困胶农参保全
覆盖和胶农参保全覆盖目标的市县。

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去年我省印发的《海南
省天然橡胶产业脱贫工程保险行动方案（2018-2020
年）》提出，“2018年在全省范围内推开天然橡胶价格
（收入）保险制度，并不断提高贫困胶农参保率，力争
2019年底实现贫困胶农参保全覆盖，2020年进一步
健全制度，形成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助力脱贫攻
坚的长效机制”的目标要求。

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制度推出后，我省在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五指山市等市县
成功试点基础上，扩大到全省18个橡胶种植市县实
施。全年民营胶参保面积26.62万亩，参保胶农达1.76
万户，提供风险保障1.16亿元，省和市县两级财政保费
补贴投入逾1158万元，其中建档立卡贫困胶农参保
5934户，面积6.43万亩。当年发生保险赔付逾1166万
元，保险赔付率94.78%，直接受益农户1万多户次。

下一步，省财政厅将督促保险机构按照理赔周期
约定，及时向触发赔付条件的胶农发放保险补偿金，稳
定胶农的整体割胶收入。同时，指导市县和保险机构
持续推进非贫困胶农的参保工作，不断扩大天然橡胶
价格（收入）保险覆盖面，惠及更多胶农，助力我省乡村
振兴战略和产业脱贫攻坚工程。

我省4.34万户建档立卡贫困胶农
参保天然橡胶价格（收入）险
提前实现全覆盖

■ 新华社记者 霍小光 张晓松
罗争光 姜琳

“这次机构改革是对党和国家
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一次系统
性、整体性重构。我们整体性推进
中央和地方各级各类机构改革，重
构性健全党的领导体系、政府治理
体系、武装力量体系、群团工作体
系，系统性增强党的领导力、政府执
行力、武装力量战斗力、群团组织活
力，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能
解决的难题，理顺了不少多年想理
顺而没有理顺的体制机制，适应新
时代要求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
主体框架初步建立，为完善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
有力组织保障。”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
议日前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这项事关全
局的重大改革作出深刻总结。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完
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总目标，其中明确提出要“统
筹党政群机构改革，理顺部门职责
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
“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
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
责”。2018年2月，党的十九届三中
全会专题研究机构改革问题，审议通
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方案》。

一年多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从中央
到地方，上下同心、扎实推进，深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呈现出气势如
虹、势如破竹的崭新局面，各项改革
部署迅速落实到位、积极效果逐步
显现。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得到有效落

实，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机构职
能体系更加健全；党和国家机构职能
实现整体性重构，机构履职更加顺畅
高效，各类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更加
适应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
要；省市县主要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
同中央保持基本对应，构建起从中央
到地方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
系；跨军地改革顺利推进；同步推进
相关各类机构改革，改革整体效应进
一步增强。”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放
在全面深化改革大盘子里谋划推进
的，是我们打的一次全面深化改革
的战略性战役。要用好机构改革创
造的有利条件，推动全面深化改革
向纵深发展，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新成效，推动开创全面深化改
革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概括，既
是对一年多来中央和地方推进这项
重大改革任务的充分肯定，更是对

继续推动改革向着既定目标不断迈
进的再动员。

重大政治决策
深刻历史变革

一组数据，形象地展现出这场改
革的态势：

——中央和国家机关层面，这次
机构改革涉及180多万人，涉及管理
体制、机构设置、职责和人员调整的
部门达80多个；新组建党中央决策
议事协调机构3个、更名4个，不再
保留党中央议事协调机构4个、国务
院议事协调机构2个，组建和重新组
建部级机构25个，调整优化领导管
理体制和职责部级机构31个。其
中，核减部级机构21个，核减班子正
副职数58名；减少设置部长助理部
门9个，减少职数25名。

——中央层面有39个部门重新
制定了“三定”规定、25个部门调整
了职责。重新制定“三定”规定的

部门，同划入基数相比，共精简内
设机构107个，精简15.4%；精简司
局领导职数274名，精简10.8%；精
简编制713名，精简3.1%。地方省
级层面，党政机构较改革前减少8
个，减少0.43%；行政编制减少1343
名，减少0.6%。市级层面，党政机
构减少1501个，减少7.23%；行政编
制减少461名，减少0.03%。县级层
面，党政机构减少 5362 个，减少
5.26%；行政编制减少 3092 名，减
少0.14%。

更深层次的，则是数据背后党和
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的深刻调整
和全面优化：

党中央职能部门、办事机构、派
出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设置进一步
优化，党政职责关系进一步理顺。全
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及其省级人大、政
协专门委员会设置得到优化。国务
院机构优化调整，经济调节、市场监
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
护职能得到加强。 下转A02版▶

扬帆破浪再启航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纪实

本报三亚7月6日电（记者黄媛
艳）记者今天从三亚市委常委会上获
悉，该市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对标
中央环保督查组督查反馈意见，积极想
办法、做方案、定措施、抓落实，凤凰岛
项目等问题整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目前，小洲岛度假酒店、半岛一号
项目、三亚洲际度假酒店海上餐厅及
游艇码头等3个中央环保督查反馈意
见提及的项目已完成整改，其余涉及
项目也在抓紧整改。中央环保督查组
移交的142件信访件已全部办结。

在具体整改工作中，三亚本着实
事求是的精神，科学稳妥地推进。瑞
吉酒店配套游艇码头项目中，三亚共
制定5项整改措施，已积极落实“双暂
停”，并启动珊瑚礁保护区范围调整申
报和开展区域生态修复工作。针对凤
凰岛项目整改，三亚制定了4项整改
措施，责令违法违规项目停止建设，聘
请权威机构开展区域海洋生态环境评
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开展生态修复、落
实产业布局。“三亚河口清淤疏浚工
程”已于今年2月开工建设，根据《凤
凰岛周边海域生态修复补偿方案》，三
亚湾岸滩补沙、珊瑚礁修复、海洋生物
资源增殖等修复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
进行。铁炉港退塘还林还湿整改中，
三亚已退塘还林还湿面积2066亩，红
树林复植等工作也在推进中。三亚崖
州区镇海村、梅联社区海水养殖清退
工作在紧锣密鼓推进中，24家规模化
海水养殖场已关停23家，漳波河沿岸
28个养殖虾塘已完成征收，并同步开
展对海岸带进行高标准生态修复。

加强生态环境问题整治

三亚生态整改
多个项目完工

本报海口7月6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史全力）海南日报记者7月6日
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我省在食用农
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大型超市积
极推进食用农产品安全快检室建设，
截至目前已基本实现全面建立食用
农产品安全快检室的目标，全省已有
510个市场和超市完成快检室建设。

去年10月印发的《海南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深入推进市场超市食用农产
品安全快检室建设工作方案》提出，通
过督促指导全省各食用农产品批发市
场、农贸市场、大型超市的开办者切实
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全面建立食
用农产品安全快检室，落实对入场销
售食用农产品食品安全检测义务。

我省510个市场
和超市建成快检室

■ 本报记者 原中倩

“作为全省第一批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单位之
一，省扶贫办及时进行动员部署，结
合脱贫攻坚实际开展理论学习研讨
和现场体验学习教育，深入调查研
究，抓好脱贫攻坚问题整改，确保取
得实效。”日前，省扶贫办党组书记、
主任孟励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扶贫办将以主题教育为抓
手，抓好脱贫攻坚问题整改和“大排
查”“大比武”工作，抓好机关作风问
题专项整治，全力推动脱贫攻坚“创

优保先”，确保2019年度脱贫攻坚
成效继续保持在第一方阵，确保全
省高质量如期全面完成脱贫任务，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理论学习和现场教学相结合
坚持边学边查边改

“开展现场体验学习教育，使全
体党员接受思想政治洗礼，进一步
锤炼党性、激发动力，以‘背水一战’
的战斗姿态、‘攻坚克难’的拼搏精
神和‘决战决胜’的必胜决心，全面
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孟励说，省扶贫办及时进
行动员部署，及时制定并印发了《学
习研讨计划》，采取党组理论中心组
带头学、机关党委集中学、党支部每
周学、党员干部自学的方式，进一步
强化学习研讨，确保理论学习有收
获，并将理论学习和现场教学相结
合，开展现场体验学习教育，确保思
想政治受洗礼。同时，专门开展“调
研月”活动，通过查找差距推动工作
落实。从6月5日开始，省扶贫办领
导班子成员以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为
主题，分别深入到脱贫攻坚任务重、
问题多、困难最突出的贫困村开展
蹲点调研，基本摸清了各市县问题
整改和大排查工作进展情况及存在

的突出问题，并形成专题调研报告
报省委、省政府，为省委、省政府科
学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

“坚持边学边查边改，查找整改
有关突出问题，实实在在为民服务
解难题。”孟励说，针对扶贫办党组
和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通过调查
研究和检视反思查摆发现的问题，
以及群众反映强烈、巡视和考核反
馈的突出问题，制定出整改清单，逐
项抓落实。通过抓脱贫攻坚成效考
核问题整改和“两不愁三保障”突出
问题排查，全省共排查出问题户
9442户，线下入户排查数据已录入
大数据平台共518.18万户，录入系
统进度为99.99%。 下转A03版▶

省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孟励：

不忘初心真抓实干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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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俯瞰万洋高速万宁段，几台压路机来回穿梭，施工车辆在进行清扫沥青中层面、洒粘层油和
上层面沥青摊铺等工作。目前，主干道路面基本完成，其他配套设施也正在紧锣密鼓施工中。

据悉，万洋高速公路是我省高速公路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东向西，经过万宁、琼海、琼中、屯昌、儋
州5个市县，项目全长163.42公里。为了发挥“交通+旅游”效应，实现交通带动沿线旅游发展的目标，万
洋高速项目涵盖了观景平台、房车营地、运动场地等多种元素。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万洋高速施工忙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近日，中
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
导小组印发《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
习时重要讲话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各单位在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
认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意
义，坚持刀刃向内真刀真枪解决问题，

运用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经验推进主
题教育。

通知指出，中央政治局就“牢记初
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举行第十五次
集体学习，是中央政治局带头开展主题
教育的一项重要安排。习近平总书记
在主持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是深
入推进主题教育，加强新时代党的建
设的行动指南。各级党委（党组）要充

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
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重要
讲话精神上来，围绕守初心、担使命，
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组织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发扬自
我革命精神，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
责、强党之志，积极主动投身到这次主
题教育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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