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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重点城市
空气质量日报

（7月28日12时-7月29日1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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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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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9

8

5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18

17

17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为了推动村（居）民委员会换届与县
乡换届同步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村（居）民委员
会每届任期五年”的规定，海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将全省第八届村（居）民委员会换
届选举延期至 2021 年举行。在此期
间，全省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保障
村（居）民委员会履行职责，保障村
（居）民依法开展自治活动、行使民主
权利。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延期开展全省村（居）民委员会

换届选举工作的决定
（2019年7月29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闫希军为海南省公安厅厅长。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定任职名单

（2019年7月29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任命：
谢新州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模金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
免去：
董治良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郑兰清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审判
员职务；

陈汉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员职务；

杨挺的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
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2019年7月29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任命：
李顺华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免去：
王军、符赞忠、李雪梅的海南省人民

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员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2019年7月29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任命：
刁文文、万英福、万维才、王玉珠、王

刚、王朋光、王拾月、王晋飞、王焕卿、王
超、王塞萧、韦佩希、艾胜红、左曦、代中
嵚、任伟东、刘志栋、羊世高、羊初坤、羊德
巍、孙光磊、孙雅楠、李以建、李平、李贤
秋、杨萌萌、吴喜章、吴愈皇、沈豪明、张
宇、张林春、张杰、张海朋、张煜民、陈文

多、陈玉霞、陈训忠、陈成刚、陈红兰、陈英
顺、陈贤珠、陈金桃、陈诗珍、陈乾昌、陈
斌、邵治涛、郑树梅、郑浩天、胡正桃、莫壮
洪、徐驰、唐立峰、黄先钦、黄淑汝、符文
昌、符文强、符聿优、符昌娥、符定平、符妹
花、符美玲、符温温、淡闯妮、彭丽君、曾若
金、薛土良等66名同志为海南省洋浦经
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职名单

（2019年7月29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东方市人大常委会补选冯忠华为省
六届人大代表。乐东黎族自治县人大常
委会补选包洪文为省六届人大代表。万
宁市人大常委会补选贺敬平为省六届人
大代表。陵水黎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补
选符鸣为省六届人大代表。海南省第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
议同意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
告，确认冯忠华、包洪文、贺敬平、符鸣的
代表资格有效。

由陵水黎族自治县选出的省六届
人大代表范华平，由三亚市选出的省
六届人大代表谭震祥，因工作需要，调
离本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范华
平、谭震祥的代表资格终止，谭震祥的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

儋州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张磊提

出辞去省六届人大代表职务，琼海市人
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曾锋提出辞去省六届
人大代表职务，乐东黎族自治县人大常
委会决定接受穆克瑞提出辞去省六届人
大代表职务，万宁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
受张美文提出辞去省六届人大代表职
务，陵水黎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决定接
受麦正华提出辞去省六届人大代表职
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张磊、曾锋、穆克
瑞、张美文、麦正华的代表资格终止，曾
锋、穆克瑞的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
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

至此，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实有代表381人。

特此公告。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7月29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29号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通讯员 陈苏琤 实习生 林博新

“前些天，西联农场公司华侨队10
多位越南归难侨向省侨联求助。他们中
有的一家8口挤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
有的房屋一下雨就漏水。”省侨联党组书
记、主席黎才旺7月29日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住房难是归难侨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是
省侨联的职责所在。

省委、省政府十分关心侨界群众，高
度重视涉侨工作。黎才旺说，为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部署要求，省侨
联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

契机，把归难侨反映的住房改造问题作
为“为民服务解难题”的问题来抓；省侨
联党组组成调研小组，深入华侨队，全面
调查该队归难侨住房整体情况、整体现
状；深入部分归难侨户，实地察看住房现
状和居住条件；深入归难侨群众，倾听他
们的心声，听取意见和建议。

“经过深入调研，我们发现这些归
难侨现住的砖瓦房是1978年建的安置
房，房屋年久失修，面积较小，环境较
差。”黎才旺介绍说，7月24日，省侨联、
儋州市委统战部、海垦控股集团群工
部、海垦西联农场公司现场办工，形成
了解决方案。而省侨联也将配合相关
部门做好工作，协助做好归难侨的思想

教育工作，争取今年启动归难侨住房改
造项目，早日让归难侨住上安全舒适的
新房。

想归侨侨眷所想，急归侨侨眷所
急，解归侨侨眷所忧，一直是省侨联的
工作准则。今年6月以来，省侨联深入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结合侨界实际深入开展蹲点调研和专
题调研活动，深入侨众察问题，力争形
成合力解难题，推动省侨联主题教育向
纵深开展。

省侨联调研的地点，既有文昌、琼海
等知名侨乡，也有琼中、临高等归侨侨眷
人数较少的侨乡；既有侨联组织制度健
全的海口、万宁等市县，也有尚未建立起
侨联组织的屯昌、陵水等地。调研中，省
侨联党组成员分批带队，以当前基层侨
联组织和侨界群众反映强烈、迫切需要

解决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为导向，进
一步了解掌握海南侨界当前存在的突出
问题。

这段时间以来，通过召开座谈会、
实地走访、沟通交流等形式，省侨联
认真聆听侨界群众和基层一线侨务干
部的心声，对他们反映的危房改造、饮
水安全、生活环境、生产条件、涉侨矛
盾纠纷等民生方面的问题，以及基层
侨联组织建设滞后、基层侨务干部短
缺等组织建设方面的问题展开深入调
研。

“我们将对归侨侨眷反映的问题进
行收纳梳理、分析原因、寻找对策，省侨
联能解决的，我们立行立改，一时不能解
决的，我们会积极推动协调解决，确保主
题教育取得实效。”黎才旺表示。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

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黎才旺：

解归侨侨眷难题 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 本报记者 李磊 彭青林
实习生 谢国柱

7月29日下午3点，一部披露我省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系列问题的专题
片《“重建轻管”何时了——海南省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问题调查专题片》，正在省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联组会议
上播放。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厅里座无虚席，
与会人员正通过这部专题片，对我省农
村污水处理设施“建、管、用”情况作进一
步的直观了解。联组会议上，即将开始
一场关于我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问题的
专题询问。

专题片播放结束后，专题询问正式
开始。首先提问的是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叶振兴，他的问题是“我省行政村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较低，请问下一

步我省将如何实施方案，实现既定目
标？”

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副省长刘平治，
他代表省政府就如何落实我省《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如何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各个方面回答了询
问。

紧接着提问的是吴月委员，她在会
前做足功课，关注的问题也直指“重建轻
管”的“病灶”：“全省建成的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非正常运行率高，群众意见
强烈，请问有关部门将采取什么措施，督
促、指导市县科学选择治理模式、合理设
计处理能力、科学确定出水标准，把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好、管好、用好？”

回答这个问题的是省生态环境厅厅
长邓小刚，面对这个较为尖锐的问题，他
在回答中列举出了一系列如何督促、指
导市县科学选择治理模式、合理设计处
理能力的方案，思路清晰地提出了解决
问题的具体措施。

接下来，王长仁、代亮、周耀柒委员

分别展开提问，他们的问题中既指出了
我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中的成绩，
也指出了不足，涉及到我省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工作的方方面面——

“请问省财政厅如何把有限资金用
在刀刃上？如何确保资金产生效益、农
村人居环境得到应有的改善？”

“市县（区）及乡镇街内的市政污水
处理厂辐射区内的农村生活污水，应通
过市政管网进去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
理，但检查中发现，由于部门职能分割，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落实，请问采取
什么措施解决？”

“海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方案提出要合理选择改厕模式，请问
省卫健委怎么解决厕所和化粪池渗漏问
题？”

……
一个半小时的联组会议上，5名省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围绕着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工作展开了一系列的提问，指出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中人民群众和人

大代表所关注的问题，应询者通过翔实
的数据、具体的事例认真作答，并针对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办
法和措施。一问一答间，双方围绕着问
题的症结，为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
作问诊把脉。

5名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提问
回答完毕，刘平治代表省政府就进一步
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作了表态发言。

据了解，为督促省政府做好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工作并开展好此次专题询
问，6月3日至20日，省人大常委会组成
执法检查组，分别到海口、三亚、文昌、东
方等8个市县开展了执法检查，并形成
《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海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实施情况
的报告》。在7月28日上午召开的省六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次全体
会议上，听取了此报告并在7月29日上
午结合报告进行了审议。

（本报海口7月29日讯）

专题询问剑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重建轻管”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联组会议专题询问侧记

本报金江7月 29日电（记者王培
琳）7月28日至29日，我省2019年脱贫
攻坚大比武培训班在澄迈举行，各市县
负责大比武的业务骨干、第三方评估机
构以及暗访组核心成员参加培训，这也
意味着我省脱贫攻坚大比武的大幕已经

拉开。
据了解，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组

织开展的脱贫攻坚大比武，将对全省18
个市县（不含三沙市）和洋浦经济开发区
开展“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大排查和
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行检查验收。

脱贫攻坚大比武共有六项内容26
个指标，将在省指挥部的统一组织下，采
取自下而上、分级开展的形式，在行政
村、乡镇、市县之间梯次开展大比武。其
中市县比武阶段，将采取第三方评估和
暗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大比武于7月

下旬启动，将在8月 20日之前全部完
成，8月底前将通报比武情况。

据介绍，我省组织脱贫攻坚大比武
旨在推动各市县真抓实干、创优保优，努
力营造比学赶超的攻坚氛围，积极推动
我省早日打赢脱贫攻坚战。

我省脱贫攻坚大比武正式启动
8月底前将通报比武情况

上半年海南服务贸易加快发展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闭会
◀上接A01版

会上，刘赐贵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
命书。被任命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刘
赐贵监督宣誓。

副省长刘平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陈凤超，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路志强，
省监察委员会相关负责人，省纪委监委

派驻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
人，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和财政经济委员
会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和办
事机构负责人，部分省人大代表，各市、
县、自治县人大常委会负责人，以及有关
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会议。

又讯（记者李磊 实习生谢国柱）7月29

日下午，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闭
会后，省人大常委会在海口举行第四场自由
贸易港法律体系知识专题学习讲座。

第四场讲座邀请上海财经大学法学
院院长宋晓燕教授讲课。讲座对我国推
动自贸区自贸港金融改革的背景进行了
概述，总结了我国自贸区自贸港金融改

革的法治建设过程，并由此引入对自贸
区自贸港金融改革涉及的具体法律问题
的思考和认识，提出对海南自贸港建设
金融开放创新的构想，还就其中面临的
法律挑战，以及需处理好的四对关系、四
对矛盾问题进行了讲解、探讨，有针对性
地提出了具体建议。

本报海口7月 29日讯（记者梁振
君）为建立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
禁止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和低端
制造业（“三高一低”）发展，推进构建绿
色产业体系，省发展改革委、省农业农村
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工信厅、省水务厅、
省交通运输厅、省住建厅等部门研究编

制了《海南省产业准入禁止限制目录
（2019年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目录》），公开征求社会各方意见，时间
为7月29日至8月2日。

该《目录》将在高能耗、高污染、高
排放产业和低端制造业方面提出比国
家更严格的要求。

我省产业准入禁止限制目录
公开征求意见

将在“三高一低”方面提出比国家更严格的要求

本报海口7月 29日讯（记者陈雪
怡 通讯员冯小瑜）海南日报记者7月29
日从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了解到，
据其农民工监测调查显示，2019年第二
季度海南农村劳动力就业情况基本稳
定，外出从业人数不断增多，收入水平进

一步提高。第二季度，我省农村外出劳
动力82.56万人，比2018年第二季度增
加2.7万人，同比增长3.3%；月均收入
3039元，同比增加283元，增长10.3%。

据分析，我省劳动力转移主要影
响因素包括3个方面：一是规模化产业

化经营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土
地流转制度的不断完善，释放农业生
产富余劳动力，是促进劳动力向非农
就业转移的主要原因；二是近年农业
生产品价格波动等，推动部分劳动力
向收入更为稳定的就业方向转移；三

是随着各市县政府不断在就业扶贫上
发力，短期内较为明显地推动劳动力
外出务工和非农就业转移。

同时，第二季度我省农村劳动力就
业情况还呈现外出就业分布稳中有变，
就业观念有所改观的特点。

二季度我省农村劳动力就业情况稳定
月均收入同比增长10.3%

◀上接A01版
体验高尔夫、做“酒窝”一族（指以酒

店为中心，放松身心，体验“慢生活”的游
客），是不少韩国游客来琼旅游的热门选
择，而俄罗斯等地游客喜爱海南的中医
康养、滨海风光。“今年以来，不断优化的
入境游政策、国际航线网络以及日益丰
富的旅游产品供给，为越来越多的入境
游客带来赴琼旅游的便利与优质服务。”
海南歪果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晓平
说，入境游客的增长刺激着海南涉旅企

业不断提升产品品质与服务水平。
上半年，我省入境过夜游客人数同

比增长19.3%，国际旅游收入同比增长
27.6%。旅行服务进出口39.01亿元，同
比增长8.74%，其中旅行服务出口28.75
亿元，增长30.05%。

在运输方面，我省新开一批境外航
线；洋浦建设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航运
枢纽取得突破，自去年12月底开通洋浦
至东盟（新加坡）航线以来，截至今年6
月底，洋浦港至东盟航线累计开航约59

个航次，累计发送外贸货物1.56万标准
集装箱（TEU），同比提升256%。上半
年，海南运输服务进出口额27.51亿元，
同比增长37.18%。

受海南阿里巴巴影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等企业的贸易拉动，海南知识产权
使用费实现进出口额14.81亿元，同比
增长49.11%，其中出口3.19亿元，同比
增长12.84倍。

此外，教育服务、医疗服务、会展服
务等领域进出口额均实现增长。知识产

权使用、商业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
务是新兴服务贸易增长的主要来源。

从贸易伙伴分布看，上半年，全省服
务贸易伙伴共101个，其中排前五位的国
家（地区）是中国香港、美国、英国、加拿大、
韩国，合计占服务贸易总额的48.19%。

“今年，海南采取系列举措推进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深化服务贸易领域开放。
目前《海南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
初稿已完成，正在制定服务贸易先导性行
动计划。”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