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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记者张
晓松 朱基钗）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
建设工作会议7月9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他强调，新形势下，中央和国
家机关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着
力深化理论武装，着力夯实基层基
础，着力推进正风肃纪，全面提高中
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质量，在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思想理论上作表率，在
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作表
率，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

部署上作表率，建设让党中央放心、
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王沪宁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赵乐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中央和国
家机关党的建设必须走在前、作表
率，这是由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地位和
作用决定的。中央和国家机关离党
中央最近，服务党中央最直接，对机
关党建乃至其他领域党建具有重要

风向标作用。深化全面从严治党、进
行自我革命，必须从中央和国家机关
严起、从机关党建抓起。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取得了显
著成绩，积累了重要经验。实践证
明，做好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建工作，
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
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政
治建设为统领，才能永葆中央和国家
机关作为政治机关的鲜明本色；只有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高举思想旗帜、强化理论

武装，机关党建工作才能始终确保正
确方向；只有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
务群众，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机
关党建工作才能找准定位；只有持之
以恒抓基层、打基础，发挥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机关党建工作才能落地生根；只
有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勇于探索实
践、善于总结经验，机关党建工作才
能不断提高质量、充满活力；只有全
面落实党建责任制，坚持党组（党委）
班子带头、以上率下、以机关带系统，
机关党建工作才能形成强大合力。

习近平指出，带头做到“两个
维护”，是加强中央和国家机关党
的建设的首要任务。中央和国家
机关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
导干部、一把手做工作要首先自觉
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
方略对标对表，同党中央决策部署
对标对表，提高政治站位，把准政
治方向，坚定政治立场，明确政治
态度，严守政治纪律，经常校正偏
差，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
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
的坚决杜绝。 下转A02版▶

习近平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

全面提高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质量
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王沪宁主持 赵乐际韩正出席

中共海南省委决定

符鸣同志
任陵水县委书记

日前，中共海南省委决定：符鸣同志任中共陵
水黎族自治县委委员、常委、书记（副厅级）。

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意见。
沈晓明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

央有关通报精神，以案为鉴，坚决破除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折不扣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要吸取教训，激励引

导广大干部担当作为、不懈奋斗，以钉
钉子精神做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
作。要举一反三，认真贯彻落实《省委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形式
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省

政府党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整改
台账》等相关工作要求，时刻防范纠正
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沈晓明指出，省委书记刘赐贵
在主题教育专题培训班上讲的党

课，为我们高质量开展好主题教育
提供了指导和引领，要认真学习领
会，把握精神实质。严格对照这节
党课提出的 8个方面问题和 17个
具体问题， 下转A02版▶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要求

确保主题教育学在深处做到实处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陈卓斌
特约记者韩小雨）教育部、海南省政府
日前联合研究制定了《关于支持海南深
化教育改革开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海南日报记者7月9日从省
教育厅获悉，《方案》经推进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已于近
日印发，各有关单位正认真推进落实。

《方案》提出，各有关单位要统筹
国内国际发展大局，以深化教育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海南建设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为契机，支持海南勇担教育现代化区
域创新试验的时代重任，打造新时代
中国教育开放发展新标杆。

《方案》强调，海南深化教育改革
开放，要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
导，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服务国家发展
战略。要坚持改革创新发展，统筹协
调布局，形成全方位、深层次教育改革
开放新格局。 下转A02版▶

（相关报道见A02版）

教育部、海南省政府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海南深化教育
改革开放实施方案》

打造新时代中国教育开放发展新标杆

■ 创建国际教育创新岛

■ 推进科教产协同发展

■ 提升教育惠民水平

■ 创新教育服务业态

■ 增加教育制度供给

《方案》提出五方面重点任务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周晓梦 陈雪怡）7月9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2018年海南
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近日出炉。根据这份海洋环境

“体检报告”显示，去年我省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保
持优良。

据了解，去年，海南省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对我省所
辖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质量、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功
能区等海洋环境监测，及时有效完成海洋灾害、损害监
测等任务，共布设监测站位407个，出海846个航次，
获取监测数据5.1万多个。

与2017年相比，去年我省风暴潮、海浪等海洋灾
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明显减小，部分监测岸段存在侵蚀
的情况，侵蚀程度总体偏轻，海水入侵和土壤盐渍化情
况较往年有所减轻。

我省近岸海域水质状况：优

海南岛东海岸和西沙生态监控区生态系统：健康

监测的海水增养殖区综合环境质量等级：优良或较好

国家级海洋保护区环境质量：良好

海水浴场和滨海旅游度假区环境状况：良好

海洋倾倒区环境状况：保持良好

去年我省海洋环境“体检报告”出炉：

海洋生态环境质量
总体保持优良

G15沈海高速海口段项目
争取年内开工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张璐）省交通工程建设
局近日组织召开G15沈海高速海口段项目推进会，重点
研究高速公路部分与地面市政道路工程界面划分问题。
会议透露，G15沈海高速海口段项目争取年内开工。

G15沈海高速公路海口段项目起点接新海港进出
岛客车主通道，终点在既有的疏港互通立交处与G98
环岛高速交叉，路线全长13.327公里，设计标准采用
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全线采用桥梁高架方式布
设，设计速度80公里/小时。

已完成投资计划总额的91%

文琼高速力争国庆前通车
本报文城7月9日电（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陶畅

高茂清）7月9日上午，烈日当空。在文昌—琼海高速
公路项目施工现场，摊铺机、压路机、各类运输车辆来
回穿梭，施工人员在工地不停忙碌，文琼高速建设正火
热进行中。

据了解，文琼高速项目已完成投资计划总额的
91%，项目主线、互通区路面混凝土沥青面层施工中面
层、下面层已全部施工完成，上面层除清澜互通外也已
全部施工完成；同时，文琼高速安全设施、景观绿化等
附属工程施工均已进入尾声。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文琼高速将
力争今年国庆节前建成通车，届时文昌至琼海的行驶时
间将缩短至约半个小时。文琼高速各参建单位正趁着
有利施工天气条件，调整作息时间，增加机械人员，在保
质量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以赴推进施工进度。

本报海口 7 月 9 日讯（记者彭青
林）7 月 9 日下午，省委书记刘赐贵主
持召开省服务与利用博鳌亚洲论坛
2020 年年会工作会议，动员部署我省
服务与利用 2020 年年会筹备工作，
要求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习总
书记“4·13”重要讲话和对博鳌小 

本报海口 7 月 9 日讯（记者况
昌勋）7 月 9 日，省政府党组书记、
省长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
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李平
同志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案件查
处情况及其教训警示的通报》《中
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
导小组关于抓好第一批主题教育学习
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
工作的通知》和省委书记刘赐贵在
主题教育专题培训班上党课精神，

镇建设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谋划推
进各项筹备工作，努力提高服务、保
障和利用论坛年会水平。

会议听取了省直各有关部门、琼
海市关于明年年会筹备工作情况的
汇报。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省
委常委毛超峰、张琦、胡光辉、童道
驰、肖莺子、肖杰、刘星泰，副省长

沈丹阳，武警海南省总队领导杜亚

勇出席会议并发言。
刘赐贵指出，博鳌亚洲论

坛2020 年年会，恰逢习近平总书记
发表“4·13”重要讲话两周年和论坛
成立 20 年，也将成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胜之年的重要主场外交活
动，是宣示中国在全球格局中作用日
益凸显、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的
重要窗口。各级党委、政府要提高

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狠抓任务
落实，全力做好服务与利用论坛年会
工作。

刘赐贵对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改
善提升、安全保卫、服务保障、新闻宣
传、招商引资等各项工作分别作了部
署，明确了牵头单位和责任领导。他
说，做好服务与利用论坛年会工作必
须举全省之力推进。各市县、各部门

要服从相关牵头领导和单位协调，尽
心尽职尽责，确保取得实效，在全省
上下形成浓厚氛围。

刘赐贵强调，要紧密结合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筹备工作。新建项目要倒排工
期，压茬推进设计、许可、建设、运营
等各环节， 下转A02版▶

刘赐贵在省服务与利用博鳌亚洲论坛2020年年会工作会议上要求

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 提高服务利用论坛水平
沈晓明出席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彭青
林 赵优）7月9日晚，取材于琼崖革
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光辉历史的
中央芭蕾舞团红色经典剧目《红色娘
子军》，在省歌舞剧院举行“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场演出，用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
艺精品进行了一次党性洗礼，激励我
省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从革
命传统中汲取精神力量，激扬新时代
的革命奋斗精神，切实肩负起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使命。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赐贵，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到
场观看演出。

上演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央芭蕾
舞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国内
外演出4000余场，观众达400多万
人次，《娘子军连歌》《万泉河水清又
清》等音乐深入人心、经久不衰。该
剧已经成为中国芭蕾舞的一面旗帜，
也是海南题材文艺作品的一面旗
帜。最经典的故事、最精彩的演绎，

构成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的生动教材。

该剧故事根据梁信同名电影文
学剧本改编，讲述了在二十世纪三十
年代的海南岛，从恶霸南霸天府中逃
出来的丫鬟琼花，在红军党代表洪常
青以及战友们的帮助下，经过血与火
的战斗考验，从一名苦大仇深的乡下
丫鬟，逐渐转变成长为一名意志坚定
的革命战士的过程，生动描绘了一幅
中国妇女坚强不屈革命精神的壮美
图卷。

省领导张琦、胡光辉、蓝佛安、童
道驰、肖莺子、肖杰、刘星泰、彭金辉、
许俊、何西庆、康耀红、关进平、刘平
治、苻彩香、沈丹阳、路志强、马勇霞、
陈马林以及我省第一批“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单位党员干部代
表在现场观看演出。

此次主题教育专场演出由省委
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厅主办，该剧还将于7月
10日举行惠民演出。

传承红色基因 激扬时代精神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场演出海口上演

刘赐贵沈晓明观看演出

去年

制图/王凤龙

7月9日晚，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场演出在省歌舞剧院上演。图为演出剧照。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海南联网二回投运满1个月，云南输送
到我省的总电量达1.72亿千瓦时

“云电”翻山跨海入琼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