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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丹阳会见
德国莱法州客人

本报讯 10月18日下午，副省长沈丹阳在海
口会见德国莱法州副州长魏辛一行。 （鲍讯）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陈
雪怡）10月18日，省长沈晓明主持召
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全省生活垃
圾处理有关工作。他强调，生活垃圾
处理，涉及千家万户，要做到思想认识
到位、工作措施到位、形成合力到位，
落实好市县责任，推动难点问题解决，
积极稳妥推进垃圾分类，加快推进生

活垃圾处理这件民生实事。
会议听取全省生活垃圾处理相关

工作情况，以及中央环保督察有关海
南生活垃圾设施环保问题的整改情况
汇报，并围绕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
施建设、建筑垃圾和餐厨垃圾处理、垃
圾分类等方面工作进行讨论研究。

沈晓明指出，要充分认识到推进

生活垃圾处理，是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要
求，是落实中央环保督察整改的重点，
事关城市形象和人民群众幸福生活。

沈晓明要求，要抓牢源头减量这
一根本，大力推进清洁生产，下大决心
推进装配式建筑，积极倡导绿色生
活。要立足当前，做到垃圾填埋和焚

烧并举，以焚烧处理为主，加快垃圾处
理设施建设，提高末端资源化利用和
无害化处理能力。要着眼长远，深入
研究海南的软硬条件和基础，积极稳
妥推进垃圾分类，问需于民、问计于
民，深入调研、学习借鉴外地的经验做
法。要补齐海上环卫这个短板中的短
板，抓紧研究制定可行方案。

沈晓明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压
实市县责任，各职能部门要跨前一步、
主动担当。要加强法治支撑，深入调
研论证，为垃圾分类工作提供法治基
础。要抓好全员参与，党员干部要带
头，加强宣传教育，用好专业力量，畅
通监督渠道。

毛超峰、冯忠华、倪强参加会议。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时要求

抓住难点压实责任 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
全省监狱监所系统开展
纪律作风专项整治活动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
王欣）海南日报记者从10月18日召开的全省监
狱监所系统队伍纪律作风专项整治活动动员大会
上获悉，省委政法委决定，在全省监狱、监所系统
开展为期3个月的纪律作风专项整治活动。

会议指出，在全省监狱、监所系统开展纪律作
风专项整治活动，是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
深发展的重大举措；是服务保障海南自贸试验区
和自贸港建设的迫切需要；是提升全省监狱、监所
系统正规化管理水平的客观要求；是打造政法铁
军的重要抓手。

会议强调，要下大力气整治监狱和监所执法
不公、用权不廉、制度不落实、管理不规范，以及领
导班子存在的突出问题，把解决问题作为重中之
重，将发现问题、剖析问题、整改问题贯穿全过程，
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和精神把专项整治活动推向深
入。要真抓真改从严推进纪律作风整治工作，不
断深化学习教育，抓好队伍思想政治教育，打牢思
想基础。要坚持动真碰硬，从严整治查处，坚决肃
清害群之马。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着重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形成长效机制。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星泰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报海口10月18日讯（记者
李磊）10月18日，《光明日报》在“深
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栏目中，以《主题教育突出

“实”和“改”》为题，报道第二批主题
教育启动以来，海南等地坚持学做
结合、查改贯通、上下联动，推进各
项问题整改和专项整治向基层延
伸，确保真正落实、落细、落地。

报道指出，海南省卫健委把改
善群众看病就医感受作为“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落
脚点和着力点。在主题教育中，组

织机关党员干部以普通患者的身
份到全省46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开展就医体验蹲点调研活动。通
过亲身体验、明察暗访、问卷调查
等方式收集到影响群众看病就医
感受的操心、烦心、揪心问题 186
个，提出具体整改意见和建议125
条。对收集到的问题和意见，召开
全省视频会议，指名道姓进行通
报，同时建立问题清单和整改台
账，明确整改措施、完成时限、牵头
领导、具体责任人，层层压实责任，
推动问题整改落实。

自就医体验活动开展以来，海
南全省各级医疗机构积极行动，持

续优化医疗服务，改善患者就医体
验。海南省人民医院研发了“海南
省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信息平台”，
并联合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推出药品
物流配送功能，患者就医取药不排
队，海南省内可快递送到家。海南
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开通省内唯一
母婴健康 24 小时咨询和投诉热
线。海南省中医院号召全院职工把
停车位和电梯留给患者。海口市人
民医院对医院的公共卫生间进行全
面升级改造。

文章还报道了三亚市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以转
作风、惠民生、促发展为主题主线，

针对群众和社会关切的社会民生、
营商环境、经济发展、基层党建等方
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检视剖析、
开展专项整治。今年国庆期间，三
亚市交通运输局利用“互联网+交
通”建立运力应急保障机制。招募
110余辆社会车辆组建网约车应急
保障车队，分时段在机场和火车站
储备460辆出租车作为应急运力，
在天涯海角、蜈支洲岛、海棠湾免税
店、大小洞天、亚龙湾、南山寺等热
门景点景区额外安排3辆公交车并
储备10辆应急旅游大巴车，有效避
免了乘客滞留，确保旅客“走得了、
走得好”“更便捷、更多样”。

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公布

我省11处入选
本报讯（记者赵优）近日，国务院印发有关通

知，公布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我省
11处入选，其中古遗址4处，古建筑3处，近现代
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3处，其他1处。

我省入选的古遗址分别为：位于陵水黎族自
治县的桥山遗址、位于三沙市的金银岛沉船遗址、
位于定安县的定安故城遗址、位于三沙市的珊瑚岛
沉船遗址。入选的古建筑分别为：位于澄迈县的
石石矍村冯氏祠堂、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的琼山侯家大
院、位于文昌市的溪北书院。入选的近现代重要史
迹及代表性建筑分别为：位于文昌市的文昌符家
宅、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的琼崖工农红军云龙改编
旧址、位于东方市的侵华日军侵琼八所死难劳工
纪念地。此外，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的山严塘陂、亭塘
陂水利工程也榜上有名。

琼海开展基层党支部书记
主题教育轮训

本报嘉积10月18日电（记者
袁宇 通讯员林精）海南日报记者
10月 18 日从琼海市委宣传部获
悉，琼海市通过举办全市基层党支
部书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轮训班，日前完成了对725名
基层党支部书记和驻村第一书记的
培训，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进
步全面过硬。

据介绍，琼海市基层党支部书
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轮训班通过邀请省委党校、市委党
校的讲师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辅导报告，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等
角度进行阐述，帮助各基层党支部
书记和驻村第一书记提高对“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重要性的
认识，变被动为主动，注入思想动
力，增强目标意识和任务意识。

琼海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推动各级党员干部对标榜样，沉下
心来，持续加强理论武装，带着问题
学、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
实际学，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加
强党性修养、做好本职工作、推动琼
海各项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结合
主题教育的要求，找准差距、找准目
标、找准抓手，为海南自贸试验区、
自贸港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 （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王显茺）澄迈县精心谋划部署，形成
多种学习教育方式，深入开展调查
研究，抓突出问题整改落实，把“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做深做
实，扎实有序推进。

截至目前，澄迈县各级党组织
共开展集中学习研讨 18 次，组织
开展警示教育、观看先进事迹片
16场。组织各单位党员前往金江
镇塘北村县委旧址，现场体验感
悟学。

澄迈县党委班子成员带头深
入基层走访，了解民情，为群众办
实事，找症结，解难题。澄迈县重
点抓整治破坏生态环境问题，突出
抓好红树林遭破坏问题整改工
作。整治旧风陋习问题，包括厚葬

薄养、私埋乱葬、吃喝浪费、封建迷
信等问题。整治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问题，包括金融服务、信访维稳
等工作，标本兼治。整治利用名贵
特产、特殊资源谋取私利等问题，
引领良好社会风气。

《光明日报》报道我省深入推进主题教育情况

主题教育突出“实”和“改”

精心谋划部署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澄迈多措并举扎实推进主题教育

中央媒体看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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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波士顿国际设计集团（BIDG），项目遍
及拉斯维加斯、突尼斯、新加坡、迪拜、北京、上
海、杭州、宁波、重庆、三亚、青岛等地，代表作涵
括马来西亚伊斯干达高端住宅、温哥华变形公
寓、韩国济州岛锦绣山庄、北京钟鼓楼时间博物
馆、万宁南燕湾丽兹卡尔顿酒店、北京世界种子
大会美高美酒店、上海虹桥索菲特酒店等。

富力首府由美国波士顿国际设计集团总
裁、首席设计师朱儁夫率领卓越团队打造，引
入全球前沿设计理念，精益求精，匠心雕琢国
兴大道上的人居藏品。采用传承百年经典的
Art Deco建筑风格，外立面的线条凹凸有致，
刚劲有力，呈现出独有的力量感，且于细节处
精心勾画窗户、阳台、栏杆等，每一处细节皆
悉心考究，以气势恢宏的气质，匹配人居美学
新高度！

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这一次的出场更加隆重

富力首府，献给成就这座城的人
优越者，总在超越的路上。

在“以细节论英雄”的人居时代，

富力首府，承于匠心，精工筑家，

为成就城市名仕的居住信仰而来。

秉承精工筑宅法则，以工匠精神筑造精品，

精细于每一个细节，成就名仕的生活尊享。

精工筑宅法则之传世阔宅

岁月凝练精细，匠艺
传承巧思。

富力首府，以敬领时
代的人居巨作，以优质名
仕的生活方式，以匠心精
工的府邸，献给成就这座
城的人。

预售证号：[2018]海
房预字（0119）号

精工筑宅法则之
顶尖团队

塔楼vs板楼

■楼层结构PK
塔楼长高比小于1，各朝向均为长边，受结

构的限制户型不是很规整。
板楼长度大于宽度，各户型东西向一字排

开，结构外观更为阔绰、平整。板式户型使用率
普遍比塔楼户型高出10%左右。

结论：板楼楼层结构更优，得房率高，居住
舒适度更高。

■通透度PK
塔式住宅布局紧凑，受结构影响，楼体单朝

向多，很难做到南北通透，日照时间少，采光性
差，而且容易出现观景死角，视野被遮挡。

板式住宅一般坐北朝南，客厅、餐厅相连，南
北通透，通风性、采光性好，阳光清风鲜氧在室内
自由流淌。

结论：板楼南北通透，视野无遮挡，通风性、
采光性好。

■便捷性PK

传统塔楼往往是一梯或两梯多户，个人电梯

占有率较低，等待时间延长，居住体验感较差。
板式住宅则控制为一梯一户或两梯三

户，无需长时间等待电梯，享受尊崇的归家
出行之感。

结论：板楼住宅候梯时间更短，归家出行更
便捷从容。

富力首府以居住舒适度为导向，用心研
磨出居住与人性完美结合的纯板式传世阔
宅，2 梯 2 户，起居环境安静私密，安全感倍
增；户型方正，南北通透，动静分区，清风直
线流动，为居者带来更好的体验，开启高配
生活。

传世阔宅VS普通住宅

■3.3米层高，重新解读奢居气度
普通住宅的层高仅为2.9米或3米，富力首

府层高最高达3.3米，真正的奢宅配置层高，气
度恢弘，视界与众不同。

■造价区别
突破普通住宅层高设计，造价成本增加至

少15%，却包含了富力首府为营造高端生活品
质的100%诚意。高层高带来了造价高，却为
居者带来更多空气、更大通风面积、更大的使用
空间和更宽阔的精神领域。

■空间感受
普通住宅窗户高度1.75米，而得益于不惜

工本打造的3.3米层高，富力首府的窗户高度可
达2.1米，视野增加20%，观景角度更加开阔，
空间感更强。

■通风采光

舒适层高让日照更加充足，房间更加明
亮，空间更加通风，也更好地调节室内的温度
和湿度，而且平均每100㎡就增加了40-50m3

的新鲜空气，提升居住的健康舒适性。

■定制优势

气派层高可预留空间配置VRV多联机空
调系统，节能环保，形式多样，可根据居者需求
移动，让室内装修更富有多变性，令居者对空
间进行定制成为可能。

大面宽，敬献名仕的尺度人生

■阔绰四开间朝南
2梯2户纯板楼设计，每户4面宽，四开间

朝南，超阔面宽，明亮通透，微风穿堂，宅藏舒适
人居气度和尺度。

■约5.7米大面宽客厅
普通住宅客厅面宽仅为3.6至3.9米，富力首

府客厅面宽达到5.7米，宽而有境，尺度自然，带
来每时每刻的清新空气，保障生活应有的品质。

■约13米大面宽阔景阳台
超级面宽阔景大阳台，面宽约13米，进深

达到2米，配合3.3米层高，畅享无遮挡巨幕美
景，空间体验感极其舒适。

■4.25米面宽尊崇主卧
富力首府主卧面宽达到4.25 米，打造主人

的舒适私人空间。灵动精致的衣帽间、功能齐
全的独立卫生间以及阔绰的起居空间，以品质
致敬不凡人生。

（本版策划/撰文 叶嘉怡，图片由
海南航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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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力首府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