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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人大常委会补选韩英伟
为省六届人大代表；临高县人大常
委会补选倪健为省六届人大代表。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根
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
告，确认韩英伟、倪健的省六届人大
代表资格有效。

海口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杜
立文辞去省六届人大代表职务。依
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杜立文的代
表资格终止。

截至目前，海南省第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实有代表385人。

特此公告。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2020年1月6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47号

任命：
倪健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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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

（2020年1月6日海南省第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本报海口1月6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张烽）2019年下半年来，我省一批新任领导干部
走上重要领导岗位。1月6日上午，省委举行集体
廉政谈话会议，对80名新提拔和进一步使用的省
管干部进行廉政谈话。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蓝佛安参
加会议并代表省委进行廉政谈话。省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彭金辉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新任领导干部要践行“忠诚、干
净、担当”，发挥好“关键少数”的“头雁效应”，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会议要求，新任领导干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
做对党忠诚的表率，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严明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勇于攻坚克难，做担当
作为的表率，紧密结合加快推进自贸港建设这个
海南最大的实际，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确
保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落
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履行好第一责任人的职
责；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从讲政治的高度
坚决抵制、克服和破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
守住干净底线，做清正廉洁的表率，对腐败问题
保持高度警惕；主动接受监督，习惯在受监督和
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严于修身律己，时刻自
重自省自警自励；树立良好家风，以遵纪守法的
要求管好家人。

会上，新提拔和进一步使用的省管干部代表
作了表态发言。

省委对新提拔任用省管干部
进行集体廉政谈话

发挥好“关键少数”的“头雁效应”
为自贸港建设作更大贡献

本报海口1月6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赵雅婧 陈浩）1月6日下午，省委召开情况通报座
谈会，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我
省2019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并就
做好2020年工作听取意见和建议。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蓝佛安代
表省委向与会的党外人士通报了有关情况。省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肖杰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2019年，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省委自觉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以上率下、传导压力，推动形成了各级党组织齐
心合力抓党建的生动局面，不断巩固、深化、拓
展全面从严治党成果，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提供了坚强保证。我省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
利不断巩固发展，政治生态持续向好。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把履行政治协商、民
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与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具体实践
结合起来，为纵深推进我省全面从严治党作出
了贡献。

会议强调，希望各民主党派省委会、工商联、
无党派代表人士要进一步发挥民主监督重要力量
作用，不断凝聚反腐倡廉的思想共识；发挥民主监
督主体作用，不断增强民主监督实效；强化内部监
督，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增强民主监督的公信力。
对我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多提出好的意
见和建议，共同筑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的钢铁防线，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营造风清
气正的良好环境作出更大贡献。

省委向党外人士通报
2019年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情况

本报三亚1月6日电 （记者李艳玫）1月 6
日，2020中国绿公司年会媒体沟通会在三亚举
行。海南日报记者在会上获悉，2020中国绿公司
年会将于4月22日至24日在海口举行，以“数字
时代的商业成长”为主题，将有超过1000位企业
家、政府官员、媒体记者、外交官以及专家学者出
席年会。

据了解，中国绿公司年会由中国企业家俱乐
部于2008年创办，致力推动经济的合理及长远增
长，于每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举办，被公认为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商业论坛
之一。

今年中国绿公司年会为什么在海南举办？中
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王玉锁表示，首先是海南
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招商引资工作，积极对接组
委会希望将会议放在海南召开，而且海南需要一
批企业家到这里创业带动发展；此外海南优质的
空气、明媚的阳光、丰富的文化资源将有助于办一
场精彩的年会。

这是中国绿公司年会首次在海南举行，海南
省委省政府、海口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专门成立
了工作小组，全力保障年会顺利召开。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出席媒体沟
通会。

2020中国绿公司年会
将于4月在海口举行
聚焦“数字时代的商业成长”

本报海口1月6日讯（记者况昌
勋）1月6日下午，省长沈晓明在海口
主持召开座谈会，征求北部片区10个
市县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
的意见建议。

海口、三沙、琼海、文昌、澄迈、临
高、定安、屯昌、昌江、琼中等10个市

县负责人和部分省人大代表、省政
协委员先后发言，围绕进一步完善
政府工作报告，从招商引资、“五网”
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培育壮大农副
产品加工业、高校发展、分级诊疗体
系建设、高速公路“县县通”等方面
提出了建议。

沈晓明认真听取发言，指出政府
工作报告就要反映政府工作、汇聚
民智，必须广泛吸收采纳各方面建
议。他说，要客观认识我省去年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精心谋划
2020年政府重点工作，将海南自贸
港建设作为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加

快推进，努力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各市县要从“自贸港所需、我
所能”的角度，在自贸港建设中找准
自己的位置，扎实推进重点园区发
展、“五网”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特色
产业发展。要认真落实“菜篮子”市
县长责任制，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

今年政府的大事抓实抓好。沈晓明
还一一回应了大家关心的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建设、高校发展等问题，并
要求做好春节期间市场保供、旅游
市场秩序维护、安全生产、烟花爆竹
禁燃禁放等工作。

何忠友、倪强参加会议。

沈晓明在征求北部片区市县对政府工作报告意见时指出

2020年首要任务是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

本报石碌1月6日电 （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林朱辉 通讯员陈家
漠）1月6日上午，昌江黎族自治县举
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誓师大会，正式
吹响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号角。大会
要求迅速把全县干部群众的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创建工作上来，凝聚一切
力量向全国文明城市目标发起冲刺，
继续用一年的时间开展创建工作，争
取在2020年底一举拿下全国文明城
市这块“金字招牌”。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明办主

任张美文在会上宣读了中央文明委
《关于将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列为
2018-2020年创建周期全国文明城
市县级提名城市的通知》。

据了解，自2017年10月正式启
动创建文明城市工作以来，昌江紧
紧围绕建设新时代“山海黎乡大花
园”，把创建文明城市作为重中之
重，坚持高位推动，成立了由县四套
班子主要领导和海钢海矿党委书记
共同担任组长的“创文”工作领导小
组，并抽调36名精锐干部组成“创

文”工作指挥部，有效推动“创文”工
作有序开展。

在“创文”工作启动后，昌江抓
紧抓实“五个坚持”“四大抓手”“三
类提升”“两项机制”，全力推动昌江
环境面貌、基础设施、人文素质、社
会风气同步提升。经过两年多的不
懈努力，昌江的城乡道路街区变干
净整洁，车辆停放行驶更加井然有
序，背街小巷乱搭乱建现象基本消
失，整个城市面貌焕然一新。2018
年，在创建省级文明城市评比中昌

江位列全省第一。2019年12月17
日，中央文明办决定将昌江列为
2018－2020年创建周期全国文明
城市县级提名城市。

昌江县委书记黄金城表示，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既是时代的要求，也
是群众的期望，要深入开展好各项创
建工作，努力把昌江打造成为宜居宜
业、民富民安、共建共享的文明之城、
和谐之城、活力之城、幸福之城，为海
南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建设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昌江全力攻坚全国文明城市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月5日12时-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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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4

9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8

28

17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通讯员 陈欢欢

1月6日中午时分，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长征镇墟人流渐少，陈玲拉
下自家鲜禽店的卷闸门，骑上电动车
一溜烟往潮村方向驶去。

“许大哥，这两天摘山茶青果了
吗？快过年了，山茶油好卖得很。”刚
进村，正好看见脱贫户许兴飞迎面走
来，陈玲连忙高声喊话，催促对方及
时“供货”。

“放心，待会给你送过去。”许兴
飞笑着应承道。过去，潮村周边生长
着不少野生古茶树，村民们采摘青果
后大多低价卖给外地客商。发现这
一商机后，陈玲出高价收购青果，自
己在家进行人工脱壳并榨油出售。

可就是这么一个心思活络的农
村妇女，几年前却一度如泄了气的皮
球般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我们家没什么产业，长期以来
人均年收入不足2000元，加上丈夫

成天酗酒，2016年我又被确诊患上
甲状腺癌，一度连两个孩子的学费都
拿不出。”陈玲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直
到他们一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政府帮忙搬走教育、医疗两座“大
山”，才觉得日子总算是有了点奔头。

借钱养猪，搭圈养鸡、鸭、牛，陈
玲在帮扶干部的鼓励下摸索着发展
起特色产业，实现了2017年脱贫、
2018年致富的两次跨越。而在刚刚
过去的2019年，她的“获得感”更是
不断加码。

这一年，她带着自家酿制的山茶
油“出村进城”，四处参加扶贫集市及
展销会，钱袋变得越来越鼓，“光这一
项产业的年收入就有6万元，刨去成
本，纯利润也有4万元。”

这一年，她参加琼中本土人才创
业大赛，凭借出色表现获得“脱贫之
星”组的一等奖，捧回1万元创业基金，
实现了脱贫户到创业者的角色转变。

这一年，她向潮村党支部递交

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渴望报答党恩带
动村民一起脱贫致富，实现了从“我
能脱贫”到“我要帮人脱贫”的转变。

“还记得第一次去她家走访，两
口子一个抱着酒瓶子不撒手，一个因
患病而萎靡不振，当时一度以为碰到
了脱贫‘钉子户’。”让潮村驻村第一书
记梁宇颇为感慨的是，昔日发展内生
动力不足的陈玲不仅有了自己的营
生，更带动丈夫戒了酒，齐心谋发展。

如今，陈玲将喂养家禽的工作交
给了丈夫，早上骑车去镇上开店，下
午回家榨油、酿酒，每天的“档期”几
乎都安排得满满当当。

尽管忙得脚不沾地，她心里却很
踏实。“党的好政策和扶贫干部的关
怀，让我们脱了贫。可要想致富奔小
康，还得靠自己。”跨入新的一年，陈
玲又有了新盘算，她正琢磨着为自己
的山茶油注册商标，做大做强这一特
色优质产品，带动更多村民尝到产业
发展的甜头。（本报营根1月6日电）

2019 年以来，省委、省政府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
论述、“4·13”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指
导，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将打赢脱贫
攻坚战作为海南建设自贸试验区、自
贸港的底线目标与第一民生工程，以

背水一战的决心，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这场硬仗。

全省坚持“三不减三提高三加
强”，高质量完成了14496户45002人
年度脱贫目标任务，剩余3个贫困村
实现出列，五指山市、临高县和白沙
黎族自治县等剩余 3 个贫困县（市）
完成计划摘帽任务，全省农村贫困
发 生 率 由 2018 年 的 0.79% 下 降 到

0.01%，提前一年基本消除现行标准
下的绝对贫困。

“两不愁三保障”、饮水安全、产
业扶贫、就业扶贫、消费扶贫、生态
扶贫等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贫
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为全省提前
一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奠定了
坚实基础。 （傅人意 辑）

从脱贫户到创业者再到申请入党，琼中潮村村民陈玲富“口袋”又富“脑袋”

脱贫有“三变”致富劲头足

我省2019年高质量完成4.5万人脱贫目标任务

琼中潮村脱贫户陈玲和她酿制的山茶油。 通讯员 陈欢欢 摄

链接

本报海口1月 6日讯 （记者孙慧
通讯员范杰科）海南日报记者1月6日
从全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会上获悉，
2019年全省提取住房公积金89.62亿
元，占全年缴存67.28%，同比增加17.96
亿元，增长25.06%，全省发放住房公积
金个人贷款66.81亿元，完成全年计划
的165.04%。

去年我省提取
住房公积金89.62亿元

本报讯（记者孙慧）海南日报记
者近日从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南渡
江引水工程总承包项目部了解到，海
口南渡江引水工程建设大部分部位
已经完工，目前在建的龙塘左泵站主
机间、进水间中下部主体结构已顺利
浇筑至度汛高程，为2020年主体工
程安全度汛打下坚实基础。项目主
体土建工程预计今年6月完工，并进
场安装泵组等机电设备。

作为我国172个节水供水水利
工程项目之一，南渡江引水工程对海
口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龙塘泵
站是该工程建设的重要部分，其中右
泵站已完工并进行试运转，通水后将
引水进入云龙水厂和江东水厂，为海
口江东新区提供生活、生产用水，左
泵站建设完成后将满足龙塘灌区的
灌溉用水。

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南渡江引
水工程总承包项目部党支部书记
程想军介绍，龙塘左灌溉泵站开工
以来因地质条件复杂，围堰采用了
高压旋喷防渗施工，但 2019 年主
汛期期间受台风暴雨天气影响，施
工进度受阻。施工方通过合理安
排施工计划，有效应对工期紧、汛
期施工难、地质条件复杂等困难，

确保了施工进度及安全、质量环保
目标的实现。

龙塘左泵站项目地处于南渡江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为防止施工
造成污染，施工方在围堰外围做了防
水帷幕，防止淤泥、砂石等杂质直接
排入水源区，而抽取的渗水要经过三

级过滤沉淀后再流入南渡江电站坝
的下游。且由于龙塘左泵站位置靠
近居民生活区，为避免运输车辆造成
的影响，施工方在现场还设立了车辆
清洗台，确保泥沙“不出”施工现场，
加之经常性洒水，也对扬尘治理有很
好的作用。

截至目前，南渡江引水工程大部
分部位已完工，其中关键的中部输水
隧洞已开挖完成 11885 米、剩余
1075米，预计将于今年6月底实现
贯通、年底实现通水目标；灌区水池、
水塔等其他部位施工预计在今年底
全部完成。

南渡江引水工程建设加速

日前，俯瞰南渡江引水工程龙塘左泵站。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