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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21日讯（记者彭
青林）9月21日上午，省委书记刘赐
贵主持召开省委深改委第11次会议
暨自贸区（港）工委第9次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和
协同高效，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和“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
加快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任务
落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省委
副书记李军，以及省委深改委委员出
席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为我们进一步推进各项
改革任务落实，指明了努力方向，提
供了重要遵循。各市县各部门要紧
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把加快推进自贸试验区和自
贸港建设贯穿始终，全面落实中央
部署的各项改革任务。要加强改革
系统集成和协同高效，树牢“全省一
盘棋、全岛同城化”理念，进一步解
放思想，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做
好改革方方面面的配套，使各项改
革相得益彰，发生“化学反应”，发挥

改革“1+1＞2”作用，把制度优势转
化为治理效能。要以开展“两个确
保”百日大行动为抓手，以钉钉子精
神抓好改革任务落实，通过抓好“十
个落实”、推动“十个持续”，确保全省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会议传达学习了听取海南自由
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阶段性研究成
果会议纪要。会议指出，各个部门要
按照各自工作职责深化研究，自觉站
在党和国家大局想问题办事情，提高
政治站位，对标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
形态，体现中国特色，符合海南定位，
认真研究探索海南自贸港的政策和

制度体系，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开
放经济新高地。

会议研究部署了“抓紧研究提出
海南分步骤、分阶段建设自由贸易港
政策和制度体系，加快探索建设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进程”我省相关工
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习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
号文件精神，加强对重大政策问题的
研究，加强与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的
沟通对接，争取形成共识和最大支
持。要充分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各地
区成果，注重改革的系统化、集成化，
深化对投资贸易、资金、人流、信息流

等要素研究，配合国家相关部委做好
海南自贸港政策制度体系研究各项
工作。要体现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
利化一流营商环境的要求，监管模式
和防范风险能力也要对标世界最高
水平，对所有可能产生的重大风险提
前做好预案，拿出有效应对措施，既
要“放得开”又要“管得住”。

会议审议通过《海南省红十字
会改革方案》，要求坚持党的领导，
始终坚持把群众的人道需求作为红
十字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
改革创新中大力推进红十字事业高
质量发展。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深改委会议要求

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和协同高效
加快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建设

沈晓明李军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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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记者原中倩）9月20日，
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表彰工作办公室发布了《2019年
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公告》，共有
140个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获奖。其中，我省3名个
人和1个单位喜获殊荣。

根据获奖名单，文昌市东郊镇椰林村村民郑岗获
得奋进奖，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镇共村驻村工作
队队长隋耀达获得贡献奖，五指山市委常委、副市长
（挂职）罗新增获得创新奖，省扶贫工作办公室社会扶
贫处获得组织创新奖。

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表彰活动于今年4
月12日正式启动，共设奋进奖、贡献奖、奉献奖、创新
奖、组织创新奖五个奖项。该活动旨在树立脱贫攻坚
先进典型，充分展现脱贫攻坚伟大成就，激励贫困地区
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行动起来，精准施策，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

我省3人1单位
获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记者李磊）9月21日下
午，省委在海口举行“深入学习中央12号文件配套方
案政策”周末学习专题讲座，邀请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院长余兴安作题为《人力资源状况与人力资源工作》的
专题讲座。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彭金辉参加学习。
2018年11月9日，人社部和省政府在北京签署了

《共同推进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改革与发
展合作协议》，2018年11月22日，人社部又印发了《支
持海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实施意见》。讲座中，余兴安从“人力资源状况、人力资
源工作、支持海南人社事业发展”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系统介绍了我国人力资源体系的相关指标，深入分析
了当前我国人力资源工作的主要任务，全面解读了人
社部支持海南人社事业发展的具体举措，特别对引进
国际人才、事业单位改革、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等进行
了深入阐述。

副省长苻彩香在主持会议时指出，全省各市县各
部门要把人力资源工作与各项民生工作一起研究谋
划，加快推进人力资源配置法制化、市场化、科学化，为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提供充沛的人力资源保障。

省领导干部周末学习专题讲座聚焦
海南人社事业发展

做好人力资源工作
提升民生保障水平

9月21日，文昌至琼海高速公路建成通车，琼东北地区新添一条快速通道，文城到博鳌车程
由原来的70分钟缩短至30分钟。图为文琼高速万泉互通。 （相关内容见A03、A04版）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文琼高速建成通车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记者周晓梦 特约记者朱
莹莹）9月2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目前，
琼中、保亭、白沙、临高、五指山5个市县已制定2019年
涉农资金整合调整方案，计划整合各级各类财政涉农资
金15.6亿元用于脱贫攻坚，做到“按需而整”“应整尽
整”，为完成年度脱贫攻坚任务提供坚实财力保障。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省建立“四个一”工作机制，
全力支持上述5个市县深入推进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
农资金试点工作。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四个
一”工作机制即通过提供一套方案模版、开展一次专题
调研、举办一次专项培训、组织一次联合会审为抓手，
支持市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

此外，结合我省当前脱贫攻坚的新形势，省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关于规范统筹整合涉农资
金及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一
方面坚持现行扶贫标准，明确了整合涉农资金使用的
负面清单；另一方面将较困难的非贫困村和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项目纳入整合涉农资金使用范围，支持解决
贫困村与非贫困村之间的“悬崖效应”问题，做好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5市县制定今年涉农资金整合调整方案

计划整合15.6亿元
用于脱贫攻坚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 （记者
计思佳）9月21日上午，英国具有
450年历史的哈罗学校在海口举办
教育分享会，宣布该校正式落户海
口江东新区。海口哈罗学校由海口
哈罗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哈罗国际
（中国）礼德学校组成，选址于兴洋
大道以东、江东大道北侧，计划于
2020年9月开学，面向全国各地的
外籍和中国家庭招生。

在加快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的
背景下，我省积极引进国内外优质
教育资源。作为首家落户海南的国
际知名教育品牌，哈罗将为海南的
人才引进提供有力支持。

据悉，目前在建的海口哈罗学
校项目占地面积近10万平方米，将
建成两所涵盖幼儿园、小学、初中及
高中阶段全日制及寄宿制的学校，
学位数量1800个。第一阶段计划

先开设幼儿园至初中（2岁—13岁）
的全日制教育，其后将逐步完善为
从幼儿园到高中（2岁—18岁）的全
日制及寄宿制学校。

哈罗中国区运营总监暨执行
中方校长王平介绍，哈罗礼德学
校的义务教育阶段，将按照中国
国家课程并参照英国课程标准来
补充教学。英语是学校的主要教
学语言。

目前，海口哈罗学校正在抓紧
建设中。学校已经启动教师招聘
工作。学校师资来源主要包括从
英国招聘的在职成熟教师；从稳定
的师资基地培养教师；通过哈罗学
校系统中抽调骨干教师等。其中，
哈罗礼德学校也将在中国招聘一
批教师，作为外籍教师的助理教
师，帮助低年级的学生尽快适应英
文教学。

国际知名教育品牌正式落户江东新区

海口哈罗学校计划明年9月开学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 （记者
梁振君）省发展改革委9月20日披
露的信息显示，我省近日获国家拨
款约1.05亿元专项资金支持，用于
海南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下
达农业生产发展专项2019年中央
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和农业农
村部《关于下达2019年现代农业支
撑体系等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任务
清单和绩效目标的通知》有关要求，
2019年8月，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
农业农村厅转下达我省农业生产发
展专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2019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约
1.05亿元。

国家拨1.05亿元支持
我省高标准农田建设

本报抱由9月21日电 （记者
易宗平 特约记者林东）以“多彩乐
东·田园欢歌”为主题的2019年海
南（乐东）农民丰收节，于9月21日
在乐东黎族自治县民族文化体育广
场开幕，具有乐东特色的系列农产
品纷纷亮相。

开幕式上，乐东农业“五化”
（品牌化、无害化、标准化、规模化、
效益化）成果展示馆开馆，50多个
展位把上百种本地特色农产品和
特色美食逐一展现在游客面前。
央视主持人月亮姐姐和乐东黎族
自治县四套班子领导为乐东蜜瓜、
香蕉、火龙果、金菠萝、芒果、毛豆、
百香果和望楼港海产品、黄流老鸭
进行代言。

开幕式后，乐东举办了农民趣
味运动会、“田园欢歌”乐东农民歌
会、趣味游园、稻草艺术展等活动。
尤其是当天下午举办的乐东农业

“五化”发展暨乡村振兴论坛上，省
热作两院、海南大学农学院和省农
业农村厅等相关单位的专家学者，
为乐东农业产业如何又好又快发展
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据了解，乐东近年来坚持以脱贫
攻坚统揽经济发展全局，大力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主动融入“大三亚”旅游
经济圈，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推进农业“五化”建设，利用南繁
育制种基地优势，实现农旅一体化，
全力打造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王牌”。

本次活动主办方为乐东县委、县
政府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承办方包
括乐东县农业农村局、商务招商局、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以及海南日
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运营中心。

（相关报道见A03版）

2019年海南（乐东）
农民丰收节开幕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余美君
本报记者 冯春山

金秋9月，走进海垦八一总场公
司场部，花朵娇艳，草木葱郁，栈道蜿
蜒。在“天光云影共徘徊”的明湖边，
来往游客络绎不绝，一派好风光。

曾经的明湖是一个没人愿意靠近
的臭水湖，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排入
湖中，水体发臭，淤泥沉积。2018年，
儋州市水务局和八一总场公司达成共
识，制定水环境治理实施方案，对明湖
进行整治。得益于此，明湖有了今天

的美丽模样。
明湖的改变，是垦地深化融合发

展的一个生动缩影。自推进新一轮农
垦改革以来，海垦集团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的部署，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
下，在各省直单位和各级党委政府的
支持下，稳步推进“垦区集团化、农场
企业化、社会管理职能属地化”为主线
的各项改革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如今，垦地合作更加广泛，垦地联
系更加紧密，融合发展成效愈加明显，
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建设自贸
区、自贸港的进程中，奏响了垦地融

合、区域协调发展新曲。

转变观念
主动服务全省发展大局

日前，海垦集团印发《实施“两个确
保”百日大行动 全面推进海南农垦持
续快速发展实施方案》，“强力推进垦地
融合发展”写进了工作措施的第一条。

长期以来，由于体制机制等历史
原因，海南农垦与属地政府之间存在
着合作不紧密，对接不顺畅，发展不协
调的怪圈。 下转A02版▶

海垦集团主动打破“壁垒”，破解垦地融合发展难题

垦地携手共谱发展“合奏曲”

本报三亚9月21日电 （记者
李艳玫）9 月 17 日 12 时许，三亚
市海棠湾河心岛项目工地现场一
片热火朝天。卡车、吊车等不停
地在工地来回穿梭，工人们在岗
位上紧张地施工。海南日报记者
了解到，河心岛项目主体结构已
经完成，目前正进行景观桥、幕
墙、精装等收尾工作，预计年底

试营业。
“有 12 家参建单位 600 多名

工人正在施工，为了赶进度，许多
工人晚上、节假日仍在干活。”国旅
（三亚）海棠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经理杜昌说。每天下午5时，
杜昌与同事都要参加项目进度协
调会，及时反馈和解决施工过程中
遇到问题。

据介绍，河心岛项目是三亚国
际免税城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位
于三亚市海棠区海棠湾北路A8地
块，规划用地68.6亩，计划投资12
亿元。据悉，该项目于 2017 年 1
月已取得环评批复，一共建设13
栋主体建筑，包括地下一层和地面
两层，力争打造成集购物、餐饮、娱
乐于一体的国际一流的旅游商业

综合体。
作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项目（第五批）集中开工项目，也是
河心岛项目的重点工程，景观桥目
前进展顺利。“桥梁胎架已经搭建完
成，主塔材料正在陆续运来，马上就
开始拼装。”杜昌介绍，该景观桥建
成后将连通河心岛项目与三亚国际
免税城。

海南将添一大型旅游商业综合体

三亚河心岛项目年底试营业 越来越多的商业演出项目落地
名剧明星受捧显椰城消费潜力

海南商演市场露峥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