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海南日报客户端 海南日报官方微信 南海网官方微信

读
懂
海
南

看
我
们
的

H A I N A N R I B A O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星期三 国内统一刊号CN46-0001 / 今日12版
南海网 www.hinews.cn www.hndaily.com.cn

己亥年七月廿八 初十白露 2019年8月

1950年5月7日创刊/ 海南日报社出版/ 第22969号 28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1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邮发代号：83-1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 夜间 多云 风向风速 东到东北风转北到西北风4级 温度 最高32℃ 最低25℃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22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举报：966123 邮箱：hnrb_xfjb@163.com 订阅热线：66810505 邮发代号：83-1

李军到定安调研
农村“厕所革命”工作

本报定城8月27日电（记者金昌波）8月27日下
午，省委副书记李军深入定安县农村，就推进“厕所革
命”工作进行调研。

在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中，定安县富文镇九所村
广泛发动群众，大力推进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并探索
出农户自清、有偿服务和种植大户收购等模式，充分回
收利用厕液资源用于农业生产。李军来到九所村，随
机走进改厕户家中，实地查看厕所环境、三级化粪池建
设、利用抽水泵自发清污情况，并详细了解抽粪车等清
掏设备运行及有偿清污服务模式、收费标准等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李军认真听取九所村改
厕工作情况汇报，并与县、镇、村三级党员干部和村民
代表深入交流，共同探讨推进农村改厕工作。李军指
出，九所村推进厕液资源再利用的做法，有利于改善环
境、提升地力、节省用肥开支、提高农产品品质、发展生
态循环农业，实现了“变废为宝”，可谓一举多得。定安
县要认真总结经验、适时进行推广，加快工作进度，扎
实打好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半年攻坚战。要针对改厕
中遇到的问题做好思想引导，通过党员干部示范带动、
现场观摩、集中收看教育影片等方式，大力宣传无害化
卫生厕所和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好处及相关技术知识，
引导农户转变思想观念，主动改厕、自发清污。要根据
农户经济情况和个人意愿，按照基本型、改善型、舒适
性等不同标准因户改厕，政府做到保基本、不搞包办代
替。要通过奖励、补贴等措施，鼓励农户按照卫生标准
定期清掏，培育引导形成粪污回收及资源化利用市
场。要强化联合作战，建立主抓、主建及监督考核的有
效工作机制，确保农村“厕所革命”有序推进。

省有关部门、定安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本报海口8月27日讯（记者彭
青林）8月27日上午，省委书记刘赐
贵主持召开省委人才工作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传达中央组织部等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支持海南开展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创新的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实施方案）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
见。刘赐贵强调，要进一步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
和中央12号文件关于人才工作的精
神，在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部门的支持

指导下，坚持人才培养和引进“双轮
驱动”，全力抓好实施方案各项政策
措施的落实，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
上大胆创新，加快构建吸引人才、留
住人才、用好人才的良好体制机制。

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省委
副书记李军，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彭金辉，以及省委人才工作委员会成
员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出台实施方案是中央
组织部等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
文件精神的实际行动，是对海南人才
工作的有力支持指导。各级各有关部
门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组织实施。

会议指出，省委、省政府对人才工
作高度重视。特别是近一年多来，在
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部门支持指导下，
我省在干部双向交流、人才培养引进
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下一步，各
级各有关部门要全力抓好实施方案的
贯彻落实，要适时公开发布、加强宣传

解读，让更多人才了解我省人才政策；
要着眼于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需要，创新人才培养
机制，加强本地人才培养，提升人才培
养实效；要从解决人才后顾之忧入手，
在住房、医疗、社保、出行、税收等方面
用好优惠政策，做好省内外的政策衔
接，为人才解决实际问题；要在解决人
才子女就学等问题上多下功夫，提供
更多优质学位，以良好环境聚四方之
才，为加快建设海南自贸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提供有力支撑。
会议听取了全省人才大会筹备

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了相关工作。会
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诚信作
为最大的人才政策，坚决落实并用好
用足各项引才育才惠才的政策措施，
提升人才服务的国际化水平和对境
外人才的吸引力。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高层次
人才、柔性引才、团队引才、人才医
疗保障等方面相关人才政策文件。

本报海口8月 27日讯 （记者
况昌勋）8月 27日，省长沈晓明主
持召开省会城市公共文化设施规
划建设工作专题会议，强调要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
要讲话精神，突出四个导向、把握
七个关系，建设一批硬件设施先
进、具有海南特色、与中国特色自
贸港定位相适应、服务市民和游客
的重点文化设施，提升省会城市公
共文化供给能力。

会议听取了省会城市公共文化
设施总体规划、重点项目推进、重点
设施运营管理和省属文艺院团运行

等情况汇报，并就重点文化设施项
目选址、艺术人才培养、文化产业发
展、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进行了讨
论交流。

沈晓明指出，加强公共文化设
施规划建设是落实中央要求的政治
任务，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
工程，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
容，事关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
港和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大局。

沈晓明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思
想认识，突出四个导向，推动省会城
市公共文化设施升级。要突出以人
为本的导向，充分发挥文化教育人、

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的重要作
用；突出地域特色的导向，在公共文
化设施建设上体现热带、海岛、民族
等文化元素；突出精品化、精细化的
导向，发挥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打
造文化精品；突出融合发展的导向，
推动文旅等产业融合发展。

沈晓明要求，准确把握好七个
关系，助力公共文化设施更好发挥
作用。要处理好硬件和软件的关
系，既要统筹建设场馆及配套服务
设施，也要培养艺术人才、创新管理
运营机制；处理好供应和需求的关
系，既要掌握市民游客的文化需求

特点，也要考虑演艺团队对场馆规
划运营的需求；处理好事业和产业
的关系，要统筹发展、相互促进；处
理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既要解决
当前的问题，也要深化研究长远发
展；处理好省和市县的关系，省级要
做好统筹工作，市县要履行主体责
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形
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
协力发展的格局；处理好建设和管
理运营的关系，尽快研究运营机制，
尽早让运营主体参与规划建设。

肖莺子、苻彩香、倪强参加会
议。

台风“杨柳”生成
或将登陆我省
省三防办部署防范台风工作

本报海口8月27日讯（记者孙
慧 郭萃）据省气象台预报，今年第12
号台风“杨柳”已于27日上午在西北
太平洋洋面生成。预计，“杨柳”可能
在8月30日登陆海南岛东南部，也可
能经过海南岛南部近海，从8月29日
夜间至9月1日白天，海南岛陆地和
近海有强风雨天气。8月27日上午，
省防汛防风防旱总指挥部发布关于做
好防范台风的通知，要求各市县及相
关省级部门部署防范措施。

省气象部门预测，台风“杨柳”生
成后，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速度向
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将在8月28日早
晨或上午穿过菲律宾吕宋岛后进入南
海东部海面，然后逐渐向海南岛东南
部海域靠近，强度逐渐增强。

省三防办要求，各相关单位加强
值班值守，密切关注气象预报，特别要
提前通知出海渔船和有关船只调整作
业计划，并通知受影响海域的渔船和
有关船只注意做好防风避险工作，同
时做好江河水库监测预警和重点水工
程区域强降雨的防范工作。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人才工作委员会会议要求

加快构建引才留才用才的良好体制机制
沈晓明李军出席

我省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
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

2020年前基本消除
56人以上“大班额”

本报讯（记者周晓梦）近日，我省
印发《海南省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
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改革
完善我省教育经费投入使用管理体制
机制，确保到2022年教育经费投入机
制、投入标准体系不断健全完善。

《方案》分别从“完善教育经费投
入机制、优化教育经费使用结构、科学
管理使用教育经费、加强组织实施”等
4大方面，提出14条具体要求，涵盖
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现代
职业教育等不同层次和领域。

在优化教育经费使用结构方面，
《方案》指出，2019年起，将建档立卡学
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
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等
四类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纳入生活
补助范围，并要全面推进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着力解决控辍保学、“大
班额”、随迁子女就学、农村留守儿童
入校寄宿等突出问题；明确到2020年
前，要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在
保持“就近入学”的基础上，要逐步推
广乡镇中心学校集中办学模式等。

国办印发《意见》

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

《意见》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流通扩
大消费。为推动流通创新发展，优化消费环境，促进商
业繁荣，激发国内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需
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意见》提出了20条
稳定消费预期、提振消费信心的政策措施。主要内容
包括：

一是创新流通发展。实施包容审慎监管，促进流
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推动传统流通企业创新转型升
级，在城市规划、基建配套、用地保障等方面给予支
持。改造提升商业步行街，对步行街基础设施、信息平
台建设等予以支持。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范围，促进形成以乡镇为中心的农村
流通服务网络。加快发展农产品冷链物流，完善农产
品流通体系。落实允许综合保税区内加工制造企业承
接境内区外委托加工业务的政策。抓紧调整扩大跨境
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

二是培育消费热点。释放汽车消费潜力，探索推
行逐步放宽或取消限购的具体措施，支持购置新能源
汽车，促进二手车流通。支持绿色智能商品以旧换
新。活跃夜间商业和假日消费市场，完善交通、安全、
场地设施等配套措施。搭建品牌商品营销平台，保护
和发展中华老字号品牌。

三是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连锁便利店发展，
探索优化食品经营许可条件，放宽发行书报刊的审批
要求，支持地方探索“一照多址”登记，开展简化烟草、
乙类非处方药经营审批手续试点。取消石油成品油批
发仓储经营资格审批，下放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审批。

四是强化财税金融支持。降低流通企业成本费
用，推动工商用电同价、总分机构汇总纳税政策进一步
落实。研究扩大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适用范
围，加大对高性能物流设备进口的支持力度。发挥财
政资金引导作用，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五是优化市场流通环境。强化消费信用体系建
设，严厉打击线上线下销售侵权假冒商品、发布虚假广
告等违法行为，积极倡导企业实行无理由退货制度。

本报海口8月27日讯（记者张
期望 通讯员王聘钊）近日，海口市美
兰区演丰镇演东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一整合三服务”经验做法被中央
文明办列为4个全国先进典型案例
之一，并在该办《建设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试点工作专刊》上推介，供全
国交流借鉴。

据了解，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中，演东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一整
合三服务”经验做法主要包括统筹整
合资源、发挥服务功能、发挥互助功
能、发挥聚心功能等4个方面，让新时

代文明实践工作在乡村基层扎下根、
让农民群众积极参与进来。

为统筹整合资源，演东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设置长者乐园、儿童之家、
志愿服务站、乡村大舞台、实践大讲
堂、爱国主义主题教育基地、村史馆、
家风家训馆等12个功能场所。招募
村里的青年农民、新乡贤、各行业专业
人士，成立宣讲志愿服务队、医疗志愿
服务队、环保志愿服务队、文艺志愿服
务队等8支队伍，将政府各部门每年
下乡服务项目、志愿者协会服务内容
以及社会各方面开展的公益服务活

动，归类组成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项
目库，统筹引导，做到日日有服务、周
周有活动。

演东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充分
发挥服务功能，精准对接老百姓生产
生活实际需求，提供细致、贴心的志
愿服务。该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成
立两支医疗志愿服务队，志愿者们背
着药箱走街串巷，开展医疗保健、急
救知识宣传普及和健康检查咨询等
志愿服务。

此外，演东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还充分发挥互助功能，下转A02版▶

沈晓明主持省会城市公共文化设施规划建设工作专题会议要求

突出四个导向推动省会城市公共文化设施提质升级

海口演东村发挥4方面功能，让文明实践走入百姓生活

“一整合三服务”入列全国先进典型

■ 本报记者 袁宇

“这一袋是不可回收的厨余垃
圾；这一袋是可回收的塑料瓶等垃
圾。”8月26日，琼海市博鳌镇沙美
村碧空如洗，水天一色，满目翠绿，
村民龚耀勋拎着2袋垃圾到村头
的垃圾收集点，仔细分开放入不同
的垃圾桶，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我们农村也要做到垃圾分类。”

沙美村是服务博鳌亚洲论坛
的美丽乡村会客厅，在博鳌亚洲
论坛2019年年会期间成为“网红
打卡点”，该村也是琼海垃圾分类
的试点村之一。为了以更加优美
的生态环境形象面向世界，村民
对村里人居环境和卫生的要求越
来越高，保持如城里公园般优美
整洁的人居环境，成为村民的共
识。沙美村试点垃圾分类，是琼

海以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
丽乡村为突破口，推动乡村振兴
的一个缩影。

优良生态环境是海南最大本
钱，乡村振兴需要保持优良生态环
境。近年来，琼海市委、市政府坚
持大手笔治理污水横流，破解垃圾
围村，树立文明乡风，建设美丽乡
村，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
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显著成效。

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

农村以前存在“脏乱差”现象，
根子之一是乡村基础设施欠账太
多。琼海借整治乡村人居环境、建
设美丽乡村的契机，投入巨资兴建
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厕所革命”，建
设农村“五网”工程，补齐乡村基础
建设的“短板”，夯实打造国家乡村
振兴示范区的基础。下转A03版▶

治理污水横流 破除垃圾围村 树立文明乡风

琼海：整治人居环境 推动乡村振兴

9.5—9.8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2019海报集团
金秋车展

DAY

“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
确保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确保各项改革政策全面落实

8月27日，俯瞰海口江东新区，目前江东大道绿化、路灯和交通标志等配套工程已全部完工。我省高
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海口江东新区，打造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集中展示区。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海口江东
路通景美

“共和国勋章”和国家
荣誉称号建议人选公示

36人入选
（详见A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