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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作需要，中共海南省
委组织部、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现面向全国公开选调21名工
作人员。详情请登录海南省人民
政府网（www.hainan.gov.cn）、
南海网（www.hinews.cn） 、南
海先锋网（www.nanhaixf.gov.
cn）查询。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19年8月1日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面向全国公开选调
工作人员公告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进行时

■ 新华社记者 郝薇薇

2019年，对中国和世界而言，都
极不平凡。

在中国前行路上，矗立着五四运
动10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两座
里程碑。曾几何时，内忧外患激荡起
全民族的搏击之力。如今，阔步走进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梦想的召唤更加
鼓舞人心，奋斗的脚步更加坚实有力。

在世界大变局中，和平的秩序、繁
荣的动力遭遇强烈冲击与挑战，强权
政治和冷战思维阻滞国际合作进程，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扰乱全球产业链
条。发展鸿沟和政治极化不断加剧，
世界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持续增多。

乱云飞渡，风吹浪打。惟其艰
难，方显勇毅；惟其磨砺，始得玉成。

2019年的日历翻过大半，习近平
主席在新年贺词中的誓言犹在耳畔：

“放眼全球，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
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信心和决
心不会变，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
共同发展的诚意和善意不会变。”

运筹：
“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以

百年、千年为计”

早春三月，全国两会结束不到一
周，习近平主席即踏上出访行程。在

“永恒之城”罗马， 下转A02版▶

惟其勇毅笃行，方显英雄本色
——2019年上半年习近平主席引领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开辟新境界

本报海口8月2日讯（记者彭青
林）8月2日上午，省委书记刘赐贵针
对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
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反映的突出问题，
进行突击实地检查，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特别
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精
神，以问题为导向，坚持立行立改，把
垃圾处理、污水处理作为生态环境保
护和环境问题治理最基础的工作扎
扎实实做好，为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刘赐贵一行以不打招呼、突击检
查形式，前往澄迈县老城镇颜春岭，
详细了解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垃圾处理的全过程；并冒雨登上垃
圾填埋场的最高点，现场查看填埋场
运行和排气、防渗、渗滤液处理等情
况。刘赐贵指出，群众投诉反映问题
的根源，在于现有设施已超负荷运行，
垃圾处理能力跟不上需求。要依法依
规推进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采用最先
进的工艺和设备，最大限度实现垃圾
无害化处理，真正实现填埋场封闭运
行，将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减到最低。

同样位于颜春岭的城乡有机废弃
物资源化综合处理中心，通过对餐厨
垃圾、农业废弃物和市政污泥等有机
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可年产1000万

立方米天然气。刘赐贵走进中心控制
室，仔细了解垃圾处理过程。他说，实
践证明，垃圾分类可以从源头上减轻
垃圾处理压力，减少垃圾处理过程中
产生的有毒有害物质，实现资源回收
利用。要下决心推进垃圾分类，加快
试点工作，积累经验，适时推广。

调研中，刘赐贵反复强调，要以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以问
题为导向，切实解决当前垃圾处理

“吃不了”、污水处理“吃不饱”等突出
问题。要加快推进垃圾处理设施建
设，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
方向，探索实施垃圾分类。要推动污
水处理设施与污水管网的衔接，切实
提高收集处理率，严格查处和防范

“假处理”等违法违规行为。
刘赐贵叮嘱有关部门和业主单

位，要严格按程序推进垃圾和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采用先进技术和理念，
打造生态化、花园式厂区，吸引更多
群众前来参观、增进了解。要始终以
人民为中心，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
益，加强环保宣传教育，发动全社会
共同参与支持垃圾分类、污水收集和
无害化处理等工作，营造良好生态环
境和人居环境。

刘赐贵一行还来到澄迈大丰镇
才存村，实地考察农村人居环境治理
情况，对当地发动大学生返乡创业投

身特色养殖等农业产业，发展民宿打
造美丽乡村给予充分肯定。他嘱咐
返乡大学生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
印，首先把乡村良好的生态守住，加

强人居环境整治，在此基础上做好规
划、发挥优势、打造产业、提升品位，
有序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加快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强

化人才支撑，用好返乡创业大学生，
助力乡村人才振兴。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
副省长刘平治参加调研。

刘赐贵检查并专题调研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问题时要求

扎实做好垃圾污水处理工作
为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夯实基础

8月2日上午，省委书记刘赐贵来到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详细了解垃圾处理的全过程。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李军主持召开农村厕所改造工作专题会议
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
坚决打好“厕所革命”半年攻坚战

本报海口8月2日讯（记者金昌波）8月2日，省委
副书记李军主持召开加快推进农村厕所改造工作专题
会议，副省长刘平治出席。会议决定用半年左右时间
在全省打一场“厕所革命”攻坚战，确保明年春节前卫
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5%以上。

省委书记刘赐贵在7月31日省委常委会会议上
强调，用半年时间在全省打好一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攻坚战，并对推进“厕所革命”作出明确指示，省长沈晓明
多次对这项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听取了我省农村改厕
推进情况汇报，研究讨论了工作实施方案，三亚、琼中、
儋州、临高等市县作了交流发言。

李军指出，“厕所革命”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
点任务，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从中央到省
委省政府都高度重视。各市县各部门要从增强“四个
意识”、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厕所革命”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刘赐贵书记、沈晓
明省长的明确要求，坚决打赢打好我省农村“厕所革
命”半年攻坚战。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理顺工作机
制，明确牵头责任部门，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各负
其责，抽调专人专职此事，形成强大工作合力。要在摸
清底数的基础上科学编制改厕方案，合理选择改厕标
准和模式。要优先解决好厕所粪污收集处理难题，能
接入污水管网的尽量接入，暂时不能接入的采取抽粪
车吸污，探索多种形式的粪污资源化利用。要积极争
取国家支持，统筹我省各方面资金，加大投入、合理分
配，为“厕所革命”提供有力保障。

刘平治从科学设置目标任务、明确工作推进机制、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等方面提出工作要求。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向我省移交
第十九批96件群众信访举报件
第十批移交的举报件已办结19件，
正在办理76件

本报海口8月2日讯（记者周晓梦 实习生苟媛媛）
8月2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移交第
十九批群众信访举报件，共96件，涉及各类污染类型
180个。目前累计已移交群众信访举报件2085件。

在第十九批移交的群众信访举报件中，从污染类
型来看，涉及土壤、大气、水、生态、噪声、其他和海洋等
污染类型，数量分别为48个、47个、40个、15个、14
个、9个和7个。

此外，根据办理情况反馈显示，在中央第三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移交的第十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105件中，截至目前已依法办结19件，阶段性办结10
件，正在办理76件。

在移交的第十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05件中，重点
关注环境问题9件，普通件96件。按照要求，群众信
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将在报纸、电
视、网站等媒体上公布。（详见A06版）

（相关报道见A03版）

本报海口8月2日讯（记者尤
梦瑜 通讯员詹君峰）全省性工作会
议一般不超过2小时，各单位、部门
发言一般不超过8分钟；省纪委常
委会会议、省监委委务会会议每个
议题汇报（包括起草说明）一般不
超过5分钟……近日，省纪委监委
出台委机关克服形式主义减轻基
层负担的六条措施，围绕压减文
件简报、压缩文件篇幅、减少会议
数量、严控会议规格时间、改进调
查研究、规范督查检查考核等六个

方面出台具体规定，切实解决实际
工作中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基层减
轻负担。

在改进调查研究方面，省纪
委监委要求每次调研必须明确调
研主题。委机关领导班子成员和
各部门负责人等每年完成 1至 2
项专题调研，全年到基层调研时
间不少于30天。同时，要求深入
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轻车
简从，简化程序，不搞层层陪同，
并明确要求无直接工作任务人员

一律不到现场。
针对基层反映强烈的文山会

海、督查检查事项过多等问题，省
纪委监委要求本年度向市县纪委
监委发文数量比 2018 年至少减
少 40%，会议总量减少 30%以
上。一般性政策文件和综合性报
告不超过5000字，专项工作报告
不超过3000字。同时，严格执行
督查检查审批制度，全年只开展1
次年度绩效考核，各部门不得自
行组织全系统性的专项考核，所

有督办事项均通过内网督办系统
进行发布，以日常考核为主，年底
不再进行集中考核，相关佐证材
料通过网上督查系统报送，不再
报送纸质材料。

为避免“减负”异化为简单做
“减法”，省纪委监委还明确提出干
部处分处理、函件、审查调查文书、
涉及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等因工作确实需要制发的文件不纳
入精简范围，确保纪检监察机关主
业主责正常开展。

省纪委监委机关力戒形式主义

出台6项措施确保为基层减负进驻时间：2019 年 7 月
14日－8月14日

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898-66260662

专门邮政信箱：海南省海
口市A013号邮政专用信箱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
时间：每天8：00－20：0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督察进驻信息

本报海口8月2日讯（记者况昌
勋）8月2日下午，省长沈晓明率队在
海口调研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他
强调，要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以满
足人民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完善城
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着力提升公共
文化设施建设管理服务水平，切实增
强广大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沈晓明来到省歌舞团附属芭蕾

舞蹈学校、省歌舞剧院、省群众艺术
馆、省琼剧院等地，实地查看舞蹈学
校教学设施，详细了解演出场馆管理
运营和发展规划。他指出，舞蹈是海
南文化领域的一大特色和优势，具有
广泛的群众基础，要进一步改善舞蹈
学校办学条件，为学生提供更多演出
平台和机会，推动海南艺术教育发
展。琼剧是颇具海南地方特色的剧

种，要将其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
创新体制机制，推动省琼剧院管理体
制改革，激发剧团活力，提升演员创
作演出的积极性。

在省图书馆，沈晓明考察了自助
借还书柜、阅览室、古籍文献中心、少
儿培训活动室等读者服务区。他要
求，图书馆在发挥社会教育职能时，要
以培养兴趣爱好、不增加课业负担为

原则，开设公益小课堂，丰富中小学生
暑期生活。在黎锦展示区，他要求，既
要传承手工织锦，也要发展机器织锦、
降低成本和售价，让黎锦走进老百姓
日常生活，在使用中保护、传承和发展
黎锦文化。沈晓明还听取了省图书馆
二期工程建设情况汇报，要求确保质
量、用好用足空间，加快推动该项目建
设，并完善周边公共交通服务。

沈晓明还调研了明昌塔文化传
承及项目建设情况。明昌塔始建于
明朝万历年间，被誉为“琼州第一
塔”，后遭损毁，重建项目于2018年
12月开工。他叮嘱相关单位要以

“挑剔的眼光”盯着项目建设质量，将
明昌塔项目建成精品，让每个角落都
经得起用“放大镜”察看。

苻彩香、倪强参加调研。

沈晓明在海口调研时要求

着力提升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理服务水平

本报海口8月2日讯（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曲易伸）海南日报记
者 8 月 2 日从海南省税务局获
悉，该局强化责任分解，将基层
减负内容细化为 7 大类 36 项措

施，认真履行责任，切实为基层
税务机关和广大基层税务干部减
轻负担。

据悉，为有效推进减负工作，
海南省税务局建立了整治形式主

义为基层税务机关减负专项工作
机制，并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和海
南省政府关于基层减负的相关文
件精神，对任务措施进行了责任
分解，细化为7大类36项措施，逐

项明确了责任处室、责任人、具体
措施及完成时限，形成了《关于解
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
重点工作责任事项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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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税务局切实为基层减负

强化责任分解 细化7大类36项措施

美拟对3000亿美元
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

中方强烈反对并将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自身利益

海口制定方案多措并举防内涝

近期将启动
3个排涝泵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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