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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11日讯（记者彭
青林）7月11日上午，省委书记刘赐贵
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剖析生态
环境整治负面典型案例，结合“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突出
问题，研究部署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刘赐贵强调，全省各级党委（党
组）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在主题教育中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
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从
典型问题的表象看实质，维护人民群
众利益，举一反三检视问题、狠抓整

改，确保人居环境整治见效。
会议观看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

谈》栏目播出的《珍稀树种为何难逃
厄运》视频和我省有关部门暗访拍摄
制作的《海口、万宁等市县生活垃圾
处理场实况及存在问题》《我省村容
村貌、农村垃圾污水处理负面典型》
视频。

省直各有关部门、各市县党委政
府主要负责人到会观看视频。针对
视频反映的本领域、本地区存在的突
出问题，省林业局和海口市、万宁市、
五指山市、澄迈县主要负责人分别作

表态发言。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

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
要指示。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通过
主题教育深刻认识自然资源保护和
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是推进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必然要求，
是各级党委政府的最重要职责之一，
必须持之以恒抓紧抓好。

会议指出，落实主题教育的要
求，就是要着力解决问题，透过表象
看实质，从视频揭示的负面典型案例出

发，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
责摆进去，深刻检视反思生态环境、人
居环境、营商环境和干部作风、法治意
识等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在主题
教育中从严整改落实，坚决反对任何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迅速整改直
接反映的问题，严肃问责相关责任人，
加快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的长效管
护机制，广泛开展普法教育，牢固树立
法治观念，提升文明素质，形成人人
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
加强领导、举一反三深化人居环境整

治，以实际行动体现主题教育成效。
各市县“一把手”要亲自抓整改落
实，坚持“新官理旧账”，下大力抓好
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和美丽乡村
建设，加强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的
建设管理，逐步推进垃圾分类试点，
加快推动近岸网箱养殖向深水网箱
转产转业，切实把生态环境治理工作
做细做好。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委常委出席会议，部分现职省

级领导列席会议。
（相关报道见A02版）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剖析生态环境整治负面典型案例并要求

牢记初心使命举一反三检视问题整改落实
全力推进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的整治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记者孙慧）海南日报记者
从省应急管理厅获悉，7月11日6时左右，一艘海南琼
海籍渔船在南沙海域因风浪过大沉没，船上32人失
联。经省应急管理厅协调海军、海事等多部门联合搜
救，失联人员被一艘越南渔船救起，无人员伤亡。

据通报，这艘名为“琼琼海渔01039号”渔船在报
警后失联，该艘渔船为木质船，船长26.2米，宽5.6米，
吨位168吨，船上渔民大部分为海南籍。接到请求救
援信息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要求全力协调各方
力量快速、有效进行搜救，尽最大努力救助渔民。10
时30分，省应急管理厅联合相关单位会商调度，协调
各方力量开展联合救援。

多方救援力量开展救援行动，南海救助局所属
“南海救116”轮从永兴岛出发赶赴救援现场，三沙海
事局发布航行警告，要求过往商船参与救助；在南海
航行的中远海集团所属商船“远洋湖”和“西湖”分别
赶赴救援现场。琼海市海洋执法大队岸台通过北斗
监控平台向附近的“琼儋渔11988号”渔船发布信息，
请求参与救援；当地驻军也派出军舰和飞机前往救
助；中国海洋搜救中心、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分别发
出过往船只参救信息；来自香港的一架固定翼救援
飞机也赶往现场参加营救。

10时20分，“广义96169”越南籍渔船在事发海域
救起32名失联渔民，中远海运集团所属“远洋湖”号商
船接到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指令后，到达事发海域并与
越南渔船取得联系，顺利转移32名渔民到“远洋湖”号
商船上。19时15分，遇险渔民被接到“南海救116”
轮上，预计12日可到达三亚。

渔民南沙海域遇险
多方联合开展救援
32人全部获救

本报讯 （记者孙慧 通讯员杨
洲）今后，房屋质量有问题可找保险
公司赔偿。省住建厅与中国银保监
会海南监管局近日联合印发《海南省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试
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将
通过开展房屋建设单位投保，保险公
司按条款履行义务的形式，保障房屋
建筑所有权人合法利益。

《方案》指出，房屋建筑工程质量
潜在缺陷保险试点基本承保范围和
赔偿责任期限分别包括，房屋地基基

础和主体结构不少于15年、防水工
程不少于10年、装修装饰工程不少
于5年、机电工程不少于5年。保险
赔偿责任期限从该工程质量潜在缺
陷保险承保的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合
格之日开始起算。此外，鼓励保险机

构与建设单位双方协商延长保险赔
偿责任期限，到期后鼓励续保。

《方案》要求，投保的建设单位在
竣工交付时，需向房屋建筑所有权人
（简称“被保险人”）提供由保险公司
编制的《房屋工程质量潜在缺陷告知

书》，其中应列明保险责任、范围、期
限及理赔申请流程，被保险人在保险
期限内认为房屋建筑存在质量缺陷
的，可按《告知书》所述流程向保险公
司或者保险公司委托的物业服务企
业等专业服务机构提出索赔申请。

《方案》明确，房屋建筑工程质量
潜在缺陷保险试点地区以海口市、儋
州市为主，同时也鼓励其他市县开展
试点。试点对象为新建的住宅工程
项目，同时鼓励其他条件成熟的新建
公共建筑也开展试点。

我省在海口儋州试点推广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

新房质量有问题保险公司可赔偿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记者计思佳 见习记者习
霁鸿）海南日报记者7月11日从海口市市政管理局获
悉，为规范露天烧烤行业的管理，保护好海口的碧海蓝
天，海口市政府决定划定海口市建成区内禁止露天烧
烤的区域，建成区外严格控制露天烧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建成区内露天烧烤食
品，不得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违反规定的，将被
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500元以上2万元以
下的罚款。

此外，开展烧烤的摊点应设置油烟净化装置和使
用清洁环保燃料。违反规定的，将被处以5000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

海口市、区政府统一经规划设置的规范管理夜市、
餐饮街区的烧烤摊点应设置油烟净化装置和使用清洁
环保燃料。欢迎广大市民和游客对非法露天烧烤的行
为进行举报，举报电话为“12345”。

海口公布禁止和严控露天烧烤区域

违反规定者
最高处2万元罚款

盛恩维：30年铁轨铺就别样人生

扫码看海南“老铁
路人”盛恩维：30年铁
轨铺就别样人生

■ 本报记者 彭青林

《珍稀树种为何难逃厄运》《海口、
万宁等市县生活垃圾处理场实况及存
在问题》《我省村容村貌、农村垃圾污水
处理负面典型》……7月11日上午的
省委常委会会议上播放了3段视频，让
不少在座的领导干部红了脸、出了汗。

这一通常为省委常委参加、讨论
本省党内重大事项的会议，7月11日
扩大到了省直各有关部门、各市县党
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参加。省委书记
刘赐贵主持会议，带领我省这些“关
键少数”，集中观看新闻单位和有关

部门明察暗访发现的我省生态环境
负面典型视频，现场剖析反思，透过
典型案例看问题实质，结合主题教育
研究从源头上抓整改，将这次会议变
成了省委贯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要求的一次具体行动。

“看完视频首先想到的是，在有
关工作中，我本人有没有存在官僚主
义的问题。”刘赐贵和省长沈晓明带
头检视反思，从自身开始查找问题。

视频里，一处处漫溢的垃圾、横
流的污水、遭滥砍的山林仿佛海南青
山绿水间的疮疤，让现场的“关键少
数”们深受触动、深感刺痛。省林业

局和海口市、万宁市、五指山市、澄迈
县主要负责人立即作了表态发言。

“下一步，我们不仅要对生态环境保
护问题进行坚决整改，还要对全市干
部作风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检视，对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全面宣战。”五指
山市委书记宋少华表示。“这些负面
典型反映出市委市政府站位不高、认
识不深，没有践行好习近平总书记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的
要求。”万宁市委书记贺敬平说，将深
刻反思，坚决整改。

如何整改？刘赐贵指出，在主题
教育中检视整改问题，首先要聚焦思想

认识上的问题。“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
始终是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群众的利
益放在首位。”他说，生态环境问题与每
个人息息相关，抓好这项工作是维护
人民群众利益的必然要求，是海南建
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必然要求，
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最重要的
工作之一，决不能抓到哪里算到哪里。

在主题教育中检视问题，还要举
一反三，透过现象看实质，切实抓好
整改落实。“视频指出的是生态问题，
但希望引发大家深入反思其它方面
的问题。”刘赐贵举例说，从小小的垃
圾就折射出生态环境、人居环境、营

商环境、文明素质、干部作风、法治观
念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要逐一对
照整改，构建长效机制。

上午 10 时 30 分，会议刚一结
束，许多参会人员就匆匆往回赶。“要
第一时间把会上收获的警醒和反思
带回去。”省林业局局长夏斐表示，下
午就将召开全省林业系统作风专项
整治大会，举一反三抓好整改，确保
取得实效。

这是一次不平常的省委常委会
会议，更是一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生动课堂。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

透过环境问题看实质 通过主题教育抓整改

省委书记带领“关键少数”直面生态环境负面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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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磊

理论学习入脑入心、调查研究
紧扣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这一使命、
检视问题充分听取群众意见……

自我省第一批“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省委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坚持把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作为主线，把学习教育、调
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通融
合，引领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和广
大党员干部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饱
满的政治热情投身主题教育，通过
主题教育的实际成效推进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

“主题教育既是一次全面的精
神洗礼，更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
命。”通过前一阶段主题教育，我省
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主题教育
进一步深化了对党的初心和使命的
认识，增强了守初心的自觉，明晰了
担使命的方向，取得了抓落实的新
成绩。

下转A04版▶

我省第一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通融合

汲取伟大精神力量
勇担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使命

上世纪90年代，海南铁路上运行的蒸汽机车。
本报记者 王军 摄

盛恩维与内燃机车合影。盛恩维现在驾驶的是具有先进自动控制系统的高铁动车。

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到高铁动车，从三八线
（三亚到八所）到粤海铁（三亚到广州）再到环岛高
铁……今年是海南“老铁路人”盛恩维当火车司机
的第30个年头。这位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土生土
长的火车司机，见证着海南铁路每一阶段的变化

发展，也感受着新中国发展的变迁。
30年前，16岁的盛恩维子承父业参加铁路

工作，在海南铁路总公司八所机务段开起了父亲
当年驾驶过的蒸汽机车。

“想起以前开过的各种火车，现在驾驶动车

真是一种享受！”盛恩维近日在接受海南日报记
者采访时说，驾驶动车驰骋在琼州大地上，感觉
非常自豪。

（本栏照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 古月 通
讯员 蔡晶 李必政 摄）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70年来，海南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从一个边陲海岛发
展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
口。奋斗在各行各业的基层工
作人员，都是时代的个体，他们
事业的发展也是新中国繁荣进
步的缩影。本报今起推出图
片+视频专栏“壮丽70年·奋斗
新时代——我和我的祖国”，以
基层人物视角展现大时代变
迁，让读者形象直观地了解新
中国的发展历程，展现海南经
济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变化。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我和我的祖国

开栏的话

谁破坏生态，谁负责修复；
谁行政不作为，谁或成被告

公益诉讼：
我为绿水青山而诉

国内第一款
青少年搜索引擎
“花漾搜索”发布

可以阻断暴力、色情、赌博等不良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