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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况昌
勋）10月8日，省长沈晓明主持召开
专题会议，研究出访达成的经贸合作
项目跟进落实工作。

沈晓明于9月率团访问德国、瑞
士，开展了15场公务活动，与大众汽

车集团、保时捷集团、Dufry集团、嘉
年华集团、西门子集团等企业达成了
30多项经贸合作意向。专题会议上，
沈晓明同有关部门和市县一起梳理访
问期间达成的合作项目，逐一进行研
究，明确合作内容、合作方式等具体事

项，细化任务分工，列出牵头单位、责
任单位和时间表，要求持续跟进、抓好
落实，每个月上报进展情况。

沈晓明指出，政府公务出访一定
要确保务实高效。前期要详实调研、
精心制定出访方案，因事确定出访国

家，洽谈项目具体实在，并有多个预
案；出访时要与外方充分沟通交流，达
成操作性强的合作意向和成果；出访
归来要及时梳理、认真研究、持续跟
进，确保出访成果能够落地。

沈晓明还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

究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率团访问
瓦努阿图等国家达成的椰子产业等合
作事项，强调要积极推动这个合作项
目，促进海南椰子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胡光辉、刘平治、倪强分别参加有
关会议。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时要求

扎实抓好政府公务出访成果跟进落实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金昌
波）10月8日，省委副书记、省委农村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军主持召开全省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第6次工作例会，
听取全省村庄清洁行动和“厕所革命”
督导检查情况汇报，部署下阶段工
作。副省长、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平治
出席。

近日，省有关部门组织5个督查
小组，深入各市县和洋浦经济开发
区，对推进村庄清洁行动和农村“厕
所革命”情况进行督导检查。结果显
示，各市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有关部署，迅速投入半年
攻坚，农村垃圾、污水、废弃物清理和
改厕、改路等各项工作取得了初步成
效，但也存在工作推进不平衡等问
题。会上，各牵头单位汇报近期工作
进展，就下一步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李军强调，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和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是今年必须打
好的两场硬仗。省有关部门要进一步
提高认识，对照省委、省政府有关工作
方案提出的目标任务，认真查遗补
漏，强化工作措施，确保年内取得明
显进展。要迅速进入角色，找准发力
的领域、平台，切实履行工作职责，在

抓好今年工作的同时，认真谋划好明
年工作。要加强督促指导，立足自身
职责定位，研究提出接地气、管用的实
招、好招，同时加大对市县的考核力
度，帮助破解难题、推进工作。要加强
宣传教育引导，充分发挥电视夜校和
各类媒体作用，总结推广典型经验，营

造推进工作的良好氛围。要完善激励
约束机制，通过村规民约、红黑榜、金
融支持等利益联结措施，千方百计激
发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

刘平治就推进下一步工作提出具
体要求和建议，要求进一步压实责任，
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第6次工作例会召开
李军主持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
理论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李磊）10月8日上
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在
海口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中华民
族不断走向复兴的70年，7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
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忘初心使命、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战的结果。面对新时代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任务，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必须
牢记初心使命、坚决扛起责任担当，要紧紧围绕全
省工作大局，谋划抓实人大各项工作，通过高质量
立法，引领和推动海南高质量发展，打造开放层次
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

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许
俊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何西
庆，党组成员、副主任陆志远、关进平出席会议，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耀红列席会议。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0月7日12时-10月8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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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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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七届省委第六轮巡视进驻一览表
组别

省委第一巡视组
省委第二巡视组

省委第三巡视组

省委第四巡视组

省委第五巡视组

省委第六巡视组

省委第七巡视组
省委第八巡视组
省委第九巡视组

巡视省委宣传部、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省妇女联合会、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省建设项目规划设计院
有限公司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12月5日，其余单位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12月10日。（放假期间正常接收来信）

组长

张作荣
任笑竹

曹晶

陈楷

陈福

刘仙

陈长林
马飞
于沆

巡视单位

省林业局
省公安厅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省台湾同胞联谊会

省委宣传部
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办公室
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省建设项目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省妇女联合会
海南医学院
临高县
乐东县

省政务中心及各进驻单位

值班电话
8：00—18：00

0898-66168107
0898-36385334

0898-66730979

0898-65338392

0898-65856732

0898-65231776

0898-65225820

0898-65201627

0898-28281396
0898-85527198
0898-65201851

邮政信箱

海南省海口市A017号邮政信箱
海南省海口市A014号邮政信箱

海南省海口市A019号邮政信箱

海南省海口市A015号邮政信箱

海南省海口市A021号邮政信箱

海南省海口市A016号邮政信箱

海南省海口市0003号邮政信箱

海南省海口市A018号邮政信箱

海南省临高09-25邮政信箱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03号信箱

海南省海口市A020号邮政信箱

七届省委第六轮巡视
全部完成进驻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10月8日，国庆长假已经结束，
三亚国际免税城仍然人气旺盛。古
驰、香奈尔、雅诗兰黛等门店前依然
排着长长的队伍，一派火热景象。

“在三亚国际免税城，有些商品
的价格比请朋友从国外代购还低。”
来自吉林的游客董鸿翔兴奋地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他与妻子都在吉林当
地一家企业上班，这次国庆黄金周与
公休假安排在一起，可以在三亚尽情
地游玩近半个月，到免税城购物是必
不可少的内容之一。

河南游客杜亚超说，他曾多次到
三亚旅游，今年国庆黄金周，自己一家

三口和好友一家三口结伴再次来三亚
旅游，“三亚发展很快，变得更美了。”

“我们专门去了三亚国际免税
城，规模很大、商品丰富，在优惠活动
中买到了亲民价的进口商品。”杜亚
超说，以后会邀约更多亲友赴三亚选
购免税商品。

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让三亚国际
免税城不少门店工作人员持续体会
到“忙并快乐着”的感受。

三亚国际免税城时尚品区博柏
利门店店长段王蕾回忆道，10月3日
至5日业务特别多，从早到晚，门店
外一眼望去都是排队购物的人群，虽
然很忙很累，但很开心，很有成就感。

“这里的游客一直都很多，今年
国庆黄金周来的游客更多。”在三亚
国际免税城雅诗兰黛门店已工作了
4年的美容顾问周海媚，看着眼前排
着长队的人群说道。

三亚国际免税城数据显示：10月
1日至7日，共接待游客超过18万人
次，同比增长30%。免税城以“国庆
放价 免税巨惠”为主题的促销活动
受到游客好评，共有近2万名消费者
参与抽奖活动。国庆黄金周结束
后，免税城热销香化产品5件75折
优惠及部分大牌商品低至5折的折
扣活动还将持续，错峰出游的消费
者一样可以享受到免税加折扣的购

物优惠。
“由于免税商品价格相较于有税

市场低15%至35%，每年黄金周都
吸引了大批游客到三亚体验离岛免
税购物，使‘免税+旅游’这一特色旅
游产品成为海南旅游的亮点之一。”
三亚国际免税城副总经理苏毅表示，
免税城将进一步提质增效，为消费者
提供更丰富的免税购物体验。

（本报三亚10月8日电）

国庆黄金周三亚国际免税城接待游客超18万人次，同比增长30%

“免税+旅游”品牌越擦越亮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宣讲
报告团走进保亭

展现新时代党员干部
昂扬奋进精神风貌

本报保城10月8日电（记者梁君穷 通讯员
文宏武）10月8日下午，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暨“勇当先锋、做好表率”先进
典型事迹宣讲报告会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文化
中心影剧院举行。保亭四套班子负责人与全县党
员干部近800人到场聆听报告会。

报告会上，省妇联组织部副部长、驻保亭加茂
镇共村第一书记隋耀达，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
工程研究所工程部钳工周皓，海口海关缉私局侦
察处处长牛新宁等来自全省不同行业领域的8名
宣讲团成员，以鲜活的事例和朴实的语言，对时代
使命、梦想、责任与担当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刻阐
述，展现了新时代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赢得了现
场听众的阵阵热烈掌声。

“触动非常大，也非常感动。”保亭新政镇宣传
委员陈斌馨说，宣讲团成员既有普通工人，也有坚
守扶贫一线的第一书记，他们立足于自己的本职
工作，做出了看似平凡实际上不平凡的业绩。“我
们要向先进典型学习，弘扬爱岗敬业精神，把我们
的家园建设更美好。”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曾虹）为期一年的海南
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日前正式启动，
海口机场免税店通过升级服务，在国
庆期间开展系列优惠活动，连续3天
单日销售额超千万元。

据悉，国庆黄金周7天该店累计
销售额近 7 千万元，同比增长超
50%。其中，10月7日当天销售额逾
1500万元，同比增长123%。

为迎接国庆出行客流高峰，为旅
客提供“硬核”购物优惠，海口机场免
税店推出“欢度国庆、免税礼遇”主题

系列惠民活动，免税折扣，免费赠送
70元无门槛代金券，购物满额送联
名国庆限量纪念版购物袋，海口机场
免税店网上购物商城派发亿元优惠
券等，叠加优惠让离岛旅客直呼超划
算，“买买买”热情高涨。

据了解，今年国庆黄金周，海口

机场免税店进店购物人数同比增长
51%，有效助推海南旅游消费增长。

国庆期间，海口机场免税店强化
与港口、机场、航空公司、在线旅游企
业等渠道合作，精准投放免税折扣信
息，让目标旅客快速、及时了解店内
优惠资讯，扫码即可进入海口机场免

税店网上购物商城购买免税品，便捷
的购物方式促使海口机场免税店国
庆假期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超
120%，线上购物人数同比增长32%。

国庆假期，海口机场免税店还努
力营造节日氛围，店内举办的爱国歌
舞快闪表演，吸引现场旅客纷纷加入。

海口机场免税店负责人表示，该
店作为许多旅客在海南旅游购物的
最后一站，积极响应海南国际旅游消
费年活动部署，将持续推出丰富的惠
民免税购物福利，让旅客在海南玩得
高兴，离岛时在海口机场免税店购得
尽兴。

国庆期间，海口机场免税店连续3天单日销售额破千万元

叠加优惠让旅客购买热情高涨

10月8日16时许，海口市椰海大
道延长线全线完工通车，为海口新增
了一条从主城区通往江东新区和文
昌市的快速通道。椰海大道延长线
通车后，不仅能有效地缓解白驹大道
和琼州大桥交通压力，而且将缩短海
口城南片区通往文昌及江东新区的
距离，加密江东新区交通路网，促进
南渡江两岸联动发展，加快江东新区
开发建设步伐。

文/本报记者 张期望
图/本报记者 张茂

椰海大道延长线
建成通车

扫码看椰海大道
延长线通车
视频拍摄/张茂
剪辑/李玮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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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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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A01版
会上，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

人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接受
巡视监督，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决
策部署，用整改成效取信干部群众。

据悉，本次巡视时间约3个月，
巡视期间设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
箱和联系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
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
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
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
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
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
反映。

我省推进8类58项食品安全重点工作

加强从农田到餐桌
全链条全过程监管

本报讯（记者罗霞）省食品安全委员会近日印
发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明确2019年至2020
年推进8类58项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包括严厉打
击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加强从农田到餐桌全
链条全过程监管等内容。

按照工作安排，我省将抓好屠宰环节非洲猪
瘟防控，开展生猪屠宰场点审核清理，关停不合格
屠宰场点，推进牛羊、禽类屠宰场建设，探索牛羊、
禽类集中屠宰，推进生猪屠宰标准化示范厂建设；
加强对生猪产品市场销售、冷冻库存和餐饮服务
单位的监督检查；切实加强餐厨垃圾收运、处置管
控工作，餐厨垃圾实行统一收运、集中处理，加强
海口、三亚餐厨垃圾处理厂的运行管理，按规划推
进儋州、琼海、陵水、东方的4座餐厨垃圾处理设
施建设；整治禽蛋违规用药、牛羊肉“瘦肉精”、生
猪屠宰注药注水、水产养殖非法添加、农药隐性添
加等违法违规行为，开展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
整治，重点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定安220千伏平和输变电项目
预计明年5月底建成投产

本报定城10月8日电（见习记者张文君 特
约记者司玉）10月8日，在定安220千伏平和输变
电新建工程项目施工现场，30多名工人正在对
220千伏配电装置楼进行封顶作业，110千伏配
电装置楼主体建筑将于10月底完工。

作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第五
批）集中开工建设项目之一，定安220千伏平和
输变电新建工程项目总投资约1.3亿元，于今年
7月18日开工，变电站围墙内占地面积约21.12
亩，将建设一座220千伏变电站及配套设施。建
成后将满足定安县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进一步
优化该地区网架结构，提高定安电网的供电能力
和可靠性。

目前，该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约8000万元，
土建施工已完成50%，年底前完成土建施工，年底
后开始进行设备安装，预计明年5月底建成投产。

“为加快项目建设，平均每天安排70多名工
人施工作业。国庆期间也是轮班作业，确保工程
有序推进。”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吴东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