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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书记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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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潘彤彤）海南日报记者7月
7日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上半
年，全省重点交通项目完成投资60.8
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52.4%；农村
公路六大工程完成投资26亿元，占年
度计划投资40亿元的65%。

据悉，2019年由省交通运输厅负责
实施的省重点公路建设项目10个，计划
投资116亿元。今年以来，按照省委、省
政府部署，省交通运输厅克服行业困难，
紧抓执行不松懈，顺利完成上半年重点
交通项目投资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双
过半”目标，各项目标任务基本达到预

期，整体呈现向好向上态势。万洋高速、
文琼高速、儋白高速等备受关注的重点
交通项目建设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同时，今年上半年，全省公路货运量
6180万吨，同比增长8.4%；货物周转量
4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8.6%；全省水路
货运量5201万吨，同比增长6.0%；货物
周转量68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67.1%。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省港口资源
整合工作开展之后，今年上半年全省
港口生产在经济多重压力之下，迎来
了稳定增长的好成绩。今年上半年，
全省港口货物吞吐量完成1.02亿吨，
同比增长7.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分

别增长4.0%和23.7%；集装箱业务量
快速增长，完成130.48万标准箱，同比
增长17.8%；规模以上港口货物吞吐量
完成9841万吨，同比增长8.3%。

省交通运输厅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继续加快推进万洋高速、文琼高速
项目进度，争取早日实现通车；推进文
临高速等项目的开工；继续高质量做
好“四好农村路”、推进琼州海峡港航
一体化、交通扶贫六大工程、三亚游艇
旅游消费中心等工作，大力推动降低物
流成本工作，扎实推进交通运输更贴近
民生实事，为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
提供有力的交通运输基础支撑。

上半年我省重点交通项目完成投资60.8亿元
顺利完成“双过半”目标，整体呈现向好向上态势

■ 本报记者 孙慧

“应急管理部门承担了对抗天
灾，遏制人祸，应急救援的职责，直接
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是‘党执政为人民’的最好诠
释。应急管理人的职责就是为民解
风险，为民保平安，坚决扛起防范化
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6月
28日，省应急管理厅党组书记、厅长
巴特尔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自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动员大会召开以来，省应急

管理厅按照省委部署要求，以专家培
训、蹲点调研、讲党课等形式开展集
中学习，全厅党员干部学习劲头十
足，结合工作实际，找差距补短板，强
化提高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坚决打
好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攻坚战。

时刻不忘应急管理职责

巴特尔表示，作为第一批主题
教育工作开展单位，省应急管理厅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刻领会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重要意义，牢牢把握主题教育的目
标任务、内容、方式及要求，为平安
海南建设作贡献。

巴特尔认为，省应急管理厅是全
省机构改革后组建的新机构，全厅党
员干部务必深刻理解和把握党中央
组建应急管理部门的重大意义，正
确理解和把握应急管理人的职责使
命，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使命担当
解风险、除隐患、降事故，维护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巴特尔
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
会稳定是应急管理部门的根本职责，
应急管理人的职责就是当好党和人

民的“守夜人”，当好人民群众身边的
“安全卫士”。当前，正值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的攻坚期，也是应急管理
事业的奠基起步期，以主题教育为抓
手，省应急管理厅要积极对标国际先
进的灾害防治理念、管理体系，建立
适合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的应急管理工作体系。

找差距补短板作为长期任务

巴特尔介绍，找准差距，补齐短
板是这次主题教育的关键环节，也
是做好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内
在要求。 下转A02版▶

省应急管理厅党组书记、厅长巴特尔：

以主题教育为抓手，强化提高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

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梁振
君）海南日报记者7月7日获悉，省发
展改革委拟组织开展北门江天角潭水
利枢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特
公开遴选评估机构。据了解，该工程
已被列入全国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
利工程。

省发改委日前发布的信息显示，
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位于儋州市境内
的北门江干流，坝址径流2.75亿立方
米。工程开发任务以工业供水、农业
灌溉为主，利用供水管线向洋浦经济
开发区供水，可解决洋浦单一水源保
证率低的问题。

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规模为大
（2）型水库，水库正常蓄水位为58米，
总库容为1.91亿立方米，向洋浦经济
开发区和下游地区年供水量1.42亿
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11.42万亩，电
站装机容量为5000千瓦。水库枢纽
工程主要由挡水建筑物、泄水建筑物、
引水发电系统、引水隧洞和过鱼设施
组成，主坝坝长294.5米，最大坝高52
米，水库淹没区土地面积2.194万亩，
搬迁人口1985人。总工期预计为40
个月，工程静态总投资41.52亿元，其
中，工程部分投资7.82亿元，征地移
民总投资29.12亿元，水保和环保投
资4.58亿元。

我省拟开展天角潭水利
枢纽工程可研报告评审
工程静态总投资41.52亿元

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梁振君 特约记者张
振豪 通讯员张健）为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
效打击进出口侵权货物违法行为，日前，海口海关
启动为期6个月、代号“龙腾行动2019”的知识产权
保护专项行动。

这是海口海关连续第三年开展该专项行动。据海
口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专项行动期间，海口海关将针
对不同运输渠道、不同贸易形态侵权特点，精准施策、
精确发力，加大对海南国际快件业务、跨境电商业务等
新兴业态侵权风险研判分析。与此同时，海口海关将
继续培育海南本土出口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有效保护
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打击震慑进出口环节侵权违
法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进出口贸易秩序。

自2017年开展“龙腾行动”以来，海口海关大力培
育省内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指导本土优势企业备案著
作权、商标权、专利权50余项，先后助推春光、椰树、一
汽海马等9家海南本土企业入选海关总署“龙腾行动”
重点保护企业名录，助力企业“走出去”。

海口海关开展
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

本报海口7月7日讯（记者李磊）海南日报记者7
月7日从海南省公证协会获悉，随着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推进，我省各项法律公证业务大幅增加，去年
我省公证业务量达10万件，较上一年增长33%。

据悉，去年4月13日以来，海南公证行业积极配
合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积极为我省人才引进、小
客车总量调控、百日大招商（项目）活动等工作进行服
务。其中，自《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
2025年）》发布以来，随着境外人才引进的增加，我省
公证行业为在海南大学、海南医学院、海南师范大学
留学的外国人才在海南生活、学习、工作提供了大量
民商事类的公证法律服务，并为海南航空控股有限
公司的外国飞行员到第三国培训办理在职证明、居
留许可等公证业务。在配合百日大招商（项目）活动
方面，我省公证行业还为大唐集团、阿里巴巴、腾讯、
京东等世界500强企业落地注册、项目等土地招拍挂
办理了相关公证业务。

去年我省公证业务
增长33%
为海南建设提供公证法律服务

本报三亚7月7日电（记者林诗
婷）海南日报记者7月7日从三亚市
政府获悉，2019中国国际化营商环
境高峰论坛暨《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投
资评估报告》发布会于日前在北京召
开，凭借稳步推进的营商环境优化举
措以及显著的建设成果，三亚荣获

“2019中国营商环境质量十佳城市”
奖项。

据悉，三亚于2018年5月入选国
家第二批营商环境试评价城市。一年
来，该市紧抓全国营商环境评价试点
城市机遇，以机构改革为契机，在全省
率先成立营商环境服务局，全面推动
制度创新，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
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助推三亚经济高
质量发展，努力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中打造标杆。

本次高峰论坛由《环球时报》联
合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共同
举办。

三亚荣获“2019中国
营商环境质量十佳城市”

近日，游客在三亚·亚特兰蒂斯水世界戏水消暑。近年来，海南旅游业
蓬勃发展，旅游设施愈加完善，旅游产品日趋多元化，滨海游、森林游、乡村
游多点开花，更好地满足了中外游客的旅游度假需求。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清凉一夏 海南度假

■ 本报记者 李磊

“这一年，我与海南结缘，我与海
南的同事们一起并肩战斗、加班加
点，攻坚克难，也共同见证了海南一
年来的发展。挂职很快要结束，但我
们与海南的缘分不会结束。”7月7
日，在挂职结束前夕接受海南日报记
者采访时，来自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徐
晓红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去年7月，我省从中央单位和6
个省市自贸区引进了44名政治素质
好、专业能力强、具有自由贸易试验
区建设和管理经验的优秀干部到海
南挂职，徐晓红就是其中一员。

他们的到来，为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送来了一场人才的“及时
雨”。一年里，挂职干部们发挥自身
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把中央部委和
发达省市的好作风、好方法、好经验
带到海南，在改革创新上做出了表率，
在高效联系沟通上搭桥梁，在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上带好头，推动了一批重
大改革项目落地实施，挂职干部们也
成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蹄疾
步稳、开局良好的重要因素。

中央高度重视
为海南送来管理人才“及时雨”

“人材者，求之则愈出，置之则愈
匮。”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最短的
短板、最紧缺的资源是人才。对于熟
悉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
设业务，并具有相关经验的专业和管
理人才，海南更是求贤若渴。

习近平总书记在“4·13”重要讲
话中明确指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必须举全国
之力、聚四方之才。”同时，《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中央
12号文件）在31条措施中，专门用4
条讲人才问题。

在当年5月发布的《百万人才进
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年）》中，
也明确提出了“党政机关千人招录计
划”——“面向中央国家机关、发达省
市、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型国企
和港澳等地区选调一批紧缺人才。”

在中组部的部署和协调下，去
年7月，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
以及多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坚决服从
大局、克服自身困难，选派了44名优
秀干部支援海南建设。这一举措充分
体现了中组部对海南干部队伍建设的
高度重视，体现了有关中央部委和省
市以实际行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4·13”重要讲话精神的高度
政治自觉。

省委对干部来琼挂职工作非常
重视，省委书记刘赐贵多次作出指
示，并与前来海南挂职的44名干部
座谈，勉励他们主动融入海南，建功
立业。

此次来海南挂职的干部，分别来

自 24个中央单位和 6个省市自贸
区，分派到27个相关省直单位工作，
其中有厅级11名、处级33名。他们
作为“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引
进的人才，扎根海南，和海南的干部
们一起，共同推进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

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对
于前来挂职的省外干部，省委均根据
其知识背景和专业特长，分别安排到
与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直接相关的省直单
位，其中厅级干部都安排担任领导班
子副职，处级干部也都安排担任相应
领导职务，确保挂职干部们在海南最
大程度发挥作用。

改革创新作表率
形成一批制度创新成果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初期就有
“十万人才过海峡”的壮举，此次为支

援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而来的44名挂职干
部同样踌躇满志，他们来到海南后，
立刻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去。

“中央赋予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新的使命，来海南之前，我就深刻
地认识到，此次在海南挂职的意义
重大。”徐晓红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能够参与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深感荣幸，十分珍惜这
难得的工作机会，以实干担当求创
新发展。

就在徐晓红即将结束挂职的前
夕，公安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了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进一
步制定的三个方面12项支持海南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的政策措施，其中
包括实施更加优化的免签政策、更具
吸引力的引才引智政策、更为便捷的
高端旅游出入境服务措施等。这一
系列政策出台的背后，下转A02版▶

一年来，44名来琼挂职干部充分发挥自身专业和资源优势，推动了一批重大
改革项目落地实施

人才“及时雨”建功海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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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今秋在30所公办中小学
试点校内课后服务

太好了！
再也不愁孩子放学早

新 闻 / 新 知 / 新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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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周一出版

上世纪 50 年代
初，一大批风华正茂
的大学生奔赴海南，
加入海南农垦建设
大军的行列，打响垦
殖 天 然 橡 胶 的 战
役。他们是新中国
成立后培养出来的
第一批大学生，在海
南垦区这片热土上
挥洒青春与热血，成
为海南农垦橡胶事
业的科技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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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足世界杯决赛2：0战胜荷兰队

美国女足
第四次捧杯

A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