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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长丰当选
东方市市长

本报八所9月27日电（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苏群）9月27日上午，东
方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
会议闭幕，大会选举张长丰为市人民
政府市长。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设立东方
市十五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的决
定和市十五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名
单；表决通过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
单。随后，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选举产生了市人民政府市长。张长
丰全票当选东方市人民政府市长。

全省内部审计工作会议召开

突出重点抓好整改
做好新形势下内部审计工作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原中倩 通讯员
高原 王万江）9月25日，全省内部审计工作会议
在海口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审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国
内部审计工作座谈会精神。

会议要求，做好新形势下海南省内部审计工
作，必须坚持党对内部审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
持内部审计项目和组织方式“两统筹”；坚持突出重
点、主动作为，围绕本部门单位的核心职能和中心任
务，抓住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开展工作；坚持推动
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把审计整改与“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以扎实的整改检验主题
教育的成效，以问题的整改推动年度工作任务完成。

本报那大9月27日电（记者周月
光 特约记者李珂）国庆长假期间，流
动人口将增加，市场消费旺盛。9月
2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儋州市稳定

“菜篮子”价格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
国庆期间，该市多部门将联手采取多
项举措，确保重要商品市场供应和价

格总体稳定，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据介绍，为确保重大节假日市

场供应，儋州储备冻猪肉192吨，一
旦市场需要，立即启动投放机制。
为多元化缓解市场供应压力，儋州
积极从广西、云南以及海口等地调
运10个品种的瓜菜，满足市民的生

活需求。
为加强国庆市场保供稳价，儋州

市发改委、市场监管等部门将采取四
大举措：强化市场价格监测预警，密切
关注粮油肉禽蛋菜奶等生活必需品价
格变化；稳定重要商品市场价格，重点
加强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同时，加强粮

油市场价格调控，确保必要储备规
模；加强市场价格监管，重点加强猪肉
市场保供稳价；启动物价联动机制，对
农村低保、城市低保、特困供养人员、
优抚对象等低收入群体发放价格临时
补贴，确保不因物价上涨而影响低收
入群体正常生活。

国庆期间儋州将多举措保供稳价

加强猪肉瓜菜供储 发放低收入群体价格补贴

毛超峰会见欧洲议会客人
本报讯 9月27日下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

长毛超峰在海口会见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副主
席德瑞克·沃恩一行。 （鲍讯）

刘平治出访归来
本报讯 9月27日，副省长刘平治率海南省

代表团访问柬埔寨、泰国和缅甸后回国。（鲍讯）

省委宣传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宣讲团到澄迈宣讲

感人故事
传递奋进力量

本报金江9月27日电（记者李
佳飞 通讯员于亚楠）9月27日下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当先锋、做
好表率”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在澄迈
县金江影剧院举行，省委宣传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宣讲团成员现场
讲述不同岗位的感人故事。澄迈县
委主要负责人，各党委（党组）党员干
部职工、部分企业代表等500余人到
场聆听。

报告会上，省妇联组织部副部
长、驻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镇共
村第一书记隋耀达等8人用质朴的
语言，以鲜活的事例讲述自己的岗位
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坚
定的理想信念和昂扬奋进的精神风
貌，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热烈的掌声，
鼓舞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主动
作为、勇于担当、多做奉献。

此次主题教育宣讲活动由中共海
南省委宣传部主办。接下来宣讲团还
将前往白沙、琼中等地开展宣讲。

香港海南农垦联谊会成立

助推琼港合作发展
促进青年人才交流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金昌波 特约记者
何光兴）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委统战部获悉，9月27日
晚，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香港回归22周年暨香
港海南农垦联谊会首届会董会就职典礼在香港举
行，这标志着香港海南农垦联谊会正式成立。

作为香港琼籍社团的新力量，香港海南农垦
联谊会得到香港海南社团总会和海南农垦投资控
股集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联谊会旨在团结旅港
海垦人，凝聚社会精英，集合优质资源，助推琼港合
作发展，促进青年人才交流，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肖杰出席典礼。在致
辞中，肖杰代表海南省委、省政府向香港海南农垦
联谊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向广大琼籍乡亲简要
介绍了一年多来，海南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加快建设
自贸区自贸港的情况。希望联谊会坚持以会员福
祉为本，不断增强联谊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继续
发挥社团乡情乡音的纽带作用，广泛凝聚社会力
量，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献计出力；充分扮演

“民间大使”的角色，带领会员回访海南，寻求发展
机遇，为海南农垦加大引资、引才、引智牵线搭桥，
助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香港海南农垦联谊会会长符茜表示，联谊会
将始终铭记办会初衷，把联谊会办好，切实做到

“联络更多相亲，凝聚更高才智，展示更大博爱”，
在深化两地交流合作方面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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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
刘涛、唐涛、陈煦、李梦林为海南省

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杨玉巧、刘璟、覃业山、符明、林珊、

朱劲松、姚强、李瑞登为海南省人民检察
院检察员。

免去：
郭胜兰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

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池晓娟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

员会委员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19年9月27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任命：
廖长荣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审判员；
石磊为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韩军、苏志辉为海南省洋浦经济开
发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副庭长。

免去：
秦旺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

判第三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廖长荣的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
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职务；

韩军的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
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19年9月27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为了推动重点园区建设项目尽快
落地，加快重点园区发展，根据《中国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园区极
简审批条例》的规定，海南省第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
会议决定：

一、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东方临港

产业园、海南湾岭农产品综合物流园推
广适用“三园”特别极简审批。

二、省和相关市、自治县人民政府
及其部门以及重点园区管理机构应当
严格按照《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重点园区极简审批条例》相关规定，采
取有效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

完善监管体系，加强风险防控，及时处
置和化解实施极简审批过程中出现的
风险和问题，确保各项规划得到有效的
贯彻执行，确保管理范围内生态环境质
量不下降。

三、本决定自2019年10月1日起
施行。

任命：
陈彪为海南省六届人大常委会民族

宗教工作委员会委员；
吕蕾、俞永禄为海南省六届人大常

委会华侨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
王舸、文卫为海南省六届人大常委

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委员；
李桂青为海南省六届人大常委会农

村工作委员会委员。
免去：
刘自更的海南省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

工作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王光的海南省六届人大常委会华侨
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职务；

李桂青的海南省六届人大常委会教
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委员职务；

文卫的海南省六届人大常委会农村
工作委员会委员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19年9月27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多措并举 保供稳价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计思佳 见习记者习霁鸿）9月27日上午，海口举行国庆保供稳价动员暨叶菜联盟成立大会。海口20家企业
向全市种植养殖户、农贸市场、超市、批发市场、便民疏导点的蔬菜、猪肉生产、销售的相关企业和个体经营户发起倡议，国庆期间（9月30日至
10月8日）执行不高于倡议价格。倡议明确了17种蔬菜及黑猪肉、白猪肉的倡议零售价，并得到了40家农贸市场的附议。

海口20家企业发起国庆保供稳价倡议

17种蔬菜及猪肉执行不高于倡议价
获多家商贩及农贸市场支持

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公布

三亚吉阳区、保亭上榜
本报讯（记者梁君穷 徐慧玲）日前，文化和

旅游部正式公布了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名
单，北京市延庆区等71家单位入选。我省三亚市
吉阳区、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位列其中。

据介绍，三亚市吉阳区旅游产业基础雄厚，形
成了以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为核心，热带天堂
森林公园、大东海、鹿回头等一批特色品牌旅游产
品和沃尔沃帆船港等新兴旅游产品为增长点的产
业新格局。保亭以全域旅游为目标，围绕文化和
生态两条发展主脉，集中推进旅游精品城市、旅游
综合体、旅游度假区、旅游景区景点、特色产业小
镇、乡村旅游点的建设，优化全域旅游环境，提升
城市品质。

本报海口 9月 27日讯（记者孙
慧 李佳飞 见习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杨洲）国庆节即将来临，我省各
市县主要街道干净整洁，在鲜花、
红灯笼、国旗以及各种迎国庆宣传
标语的装点下，让人感受到浓浓的
节日氛围。

据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从
今年6月初至9月底，我省持续开展

“城乡环境大整治，干干净净迎国庆”
活动，在国庆节前这一周，各市县进
一步集中人力物力开展城乡环境卫
生整治，以干净宜居的城乡环境迎接
国庆。

儋州市在国庆节前开展为期一周
的“净化村庄 喜迎国庆”农村人居环
境卫生大整治活动，对16个乡镇的行

政村、自然村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包括
生活垃圾清扫、生活污水清理、畜禽粪
污和农业生产废弃物清理以及村容村
貌提升等内容，采取集中整治与群众
参与相结合的形式，着力保持清洁有
序的农村环境卫生面貌。

陵水黎族自治县组织各乡镇各
部门同步进行环境卫生大整治，对
辖区道路两侧、街头巷尾各种不文
明现象和行为及村内环境卫生进行

全面清理整治，以干净、整洁、有序
的城乡面貌喜迎国庆。9月 28日，
陵水还将组织一次节前环境卫生大
整治行动。

海口市在巩固“双创”成果及开
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和社会文明大
行动的基础上，坚持市容环境大扫除
实现从主次干道到背街小巷、从主城
区到乡镇农村、从公共区域到物业小
区、从机关单位到部队大院、从临街

店铺到房前屋后楼顶、从陆域到水域
的全覆盖，以干干净净的城乡环境迎
国庆。

自9月11日至26日，文昌市共完
成清理农村生活垃圾1145处，治理村
庄公共场所462个，整治乱搭乱建、乱
堆乱放、乱搭乱挂、乱贴乱画 1325
处。在净化环境的基础上，文昌还强
化绿化美化工作，在全市主要街道的
路灯上挂上喜庆灯笼、喜庆公益广告

牌；各单位办公楼前都插上国旗、挂横
幅、装灯饰。同时，市园林部门购买鲜
花盆栽摆放在主要街道旁，美化和绿
化文城。

此外，各市县住建部门加大对工
地的管理，督促施工企业设置连续封
闭、规范整洁的工地围挡，尽快修复破
损围挡，采用洒水、绿化、防尘覆盖等
措施控制好施工扬尘，确保干干净净
迎接国庆。

本报海口9月27日讯（记者周
晓梦）9月27日上午，受省委书记刘
赐贵、省长沈晓明委托，省委常委、常
务副省长毛超峰和省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刘星泰率队在海口市检查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大庆公共安全工作开展
情况，强调要扎实做好各项安全稳定

工作，积极营造安全祥和稳定的社会
环境。

检查期间，毛超峰、刘星泰先后
来到省人民来访服务中心、海口日
月广场、秀英港以及省应急管理厅
等单位场所，现场了解群众来访接
待、人员密集场所安保措施、港口码

头进出岛人流车流、安全生产和应
急管理等工作情况，并代表省委、省
政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向辛
勤付出的广大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
和问候。

“要认真做好人民来访接待工作，
切实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港口码

头借助动态人脸识别系统等技术可提
高管理效率，保证公共安全”“要做好
全省各水库的安保人防、物防、技防措
施”“要不断推进应急管理平台网格
化、智能化建设，提升应急管理能
力”……检查调研中，毛超峰、刘星泰
反复叮嘱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扎实做

好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各项安全
稳定工作，坚定不移防风险、保安全、
护稳定、促和谐，及时排除化解各类安
全隐患，全力维护好全省社会和谐稳
定大局。

省公安厅、省应急管理厅、省信访
局等单位负责人参加此次检查。

省委省政府检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公共安全工作

全力维护好全省社会和谐稳定大局

我省各市县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治

干干净净迎国庆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等三个园区
推广适用“三园”特别极简审批的决定

（2019年9月27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35号

由万宁市选出的省六届人大代表马
元林，调离本省。依照《代表法》等有关
法律的规定，马元林的代表资格终止，其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

临高县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刘自更
提出辞去省六届人大代表职务，定安县
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谢京提出辞去省六

届人大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等有关
法律的规定，刘自更、谢京的代表资格终
止，刘自更的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
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
谢京的省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
终止。

海口市人大常委会罢免了张琦的省

六届人大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
关规定，张琦的代表资格终止。

至此，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实有代表377人。

特此公告。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9月27日

本地小白菜4.8元/斤、外地普
通西红柿3.7元/斤、黑猪带肉排骨
33元/斤……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
倡议价对保供降价蔬菜、猪肉的品
种及产地都进行了详细分类。综合
中秋节后价格走势，蔬菜价格下调
幅度约为15%至20%，猪肉价格按
平均15%调低零售价。

动员会上，猪肉生产企业、蔬
菜批发市场、一级批发商、农贸市
场摊主、菜农代表等纷纷表示，支
持和响应该倡议，共同做好国庆期
间保供稳价工作。“集团将预留生
猪1.2 万头，用于国庆期间海口的

供应，并发动近300个终端销售摊
位统一行动，确保倡议价格落实到
位，猪肉供应数量充足。”罗牛山食
品集团副总经理李勇向海南日报
记者介绍。

发起倡议以及附议的企业代表
表示保证做到：积极落实倡议价格；
明码标价，不囤积居奇、不涨价；保
证市场足量供应、农贸品种丰富；
严格执行食品安全管理规定，不因
稳价而降低产品质量标准；积极主
动传播正确信息，不造谣、不信谣、
不传谣；自觉接受政府监管和社会
监督。

蔬菜价下调约15%至20%
猪肉价平均下调15%

同时，椰海叶菜联盟于当天成
立，成员达 1600 户。椰海叶菜联
盟、加旺本地叶菜合作联盟对458户
菜农因在中秋节期间批发价不超过
倡议价而给予50元至2000元不等
的奖励，以激励菜农国庆期间再次
响应倡议价。此外，加旺本地叶菜
合作联盟向响应联盟倡议的成员每
人发放200元“国庆节保供稳价鼓励
劵”，该劵可在加旺叶菜联盟农资产
品专销点自由选购农资产品。

“联盟的宗旨是保供稳价保安
全，菜农市民两头甜。”两个叶菜联盟
的负责人都表示，为积极配合政府做

好国庆期间的保供稳价工作，联盟将
号召菜农抢种抢收，提高叶菜产量，
所批发销售的本地菜价格不高于倡
议价。从长远来说，还要帮助成员降
低生产成本，争取明年夏秋季叶菜产
量有较大幅度提高，满足市场需求，
从根本上降低菜价。

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说，接下
来，叶菜联盟要发挥好桥梁作用，构
建产销体系。提升农民的组织化、专
业化和规模化程度，解决农产品与市
场采购信息不匹配问题，建立从田头
到餐桌的直通渠道；不断增强海口蔬
菜的品牌知名度，实现优质优价。

叶菜联盟：
积极配合政府保供稳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