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1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邮发代号：83-1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 夜间 多云 风向风速 东北风转东南风2级 温度 最高27℃ 最低21℃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2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举报：966123 邮箱：hnrb_xfjb@163.com 订阅热线：66810505 邮发代号：83-1

海南日报客户端 海南日报官方微信 南海网官方微信

读懂海南
看我们的

H A I N A N R I B A O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星期六 国内统一刊号CN46-0001 /今日8版
南海网 www.hinews.cn www.hndaily.com.cn

庚子年二月初七 十二惊蛰 2020年2月
1950年5月7日创刊/ 海南日报社出版/ 第23154号 29

导读

A03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奋力夺取双胜利

本报海口2月28日讯（记者金
昌波）2月28日，省委农村工作会议
在海口召开，传达贯彻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精神，部署我省“三农”工作。省
委书记刘赐贵、省长沈晓明分别作出
批示，省委副书记、省委农村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李军出席并讲话。

刘赐贵在批示中强调，过去一
年，我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大力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三农”发展成效明显。
当前，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
省正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农村是疫情
防控的重要战场，农业稳产保供是

疫情防控的重要任务，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确保
农业生产不误农时，坚持今年“三
农”工作既定目标任务不动摇，抓重
点、补短板、强弱项，统筹抓好热带
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巩固提升脱贫
攻坚成果、强力推进“美丽海南百镇
千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加快补齐农村“五网”基础设施和基
本公共服务短板、深化农村改革等重
点任务。坚持五级书记抓防控、促生
产，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和乡村振兴工作队生力军作用，坚
决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双胜利，为加快推进自由贸
易港建设多做贡献。

沈晓明在批示中要求，要严格落
实农村疫情防控各项措施，不失时机
抓好春季农业生产，组织好农资生
产、流通、供应，持续加强非洲猪瘟、
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
控，促进畜牧水产养殖业全面发展。
要推动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橡
胶、槟榔、椰子等热带特色产业，补齐
农产品加工业短板，引导渔民和涉渔
市场主体做大做强工厂化养殖、深海
网箱养殖和休闲渔业，确保全面小康
之年农业再获丰收、农民持续增收；
要加快推进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南繁
科技城、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中转基

地等重点项目建设，大力发展现代种
业；要以完善村庄规划为重点，统筹
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持续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不断优化农村营商
环境，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程中
不断促进农业更强、农民更富、农村
更美。

李军指出，疫情发生以来，我省
“抗疫情、保畅销、保生产、保增收”工
作谋划时间早、措施力度大、实施效
果好。做好今年“三农”工作意义很
大、困难很多、机遇不少，各级各部门
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坚决落
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全力
以赴完成各项目标任务，确保农村同
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继续全力

抓好“一抗三保”工作，提高政策的时
效性、精准性，千方百计降低疫情对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影响。要坚持
实事求是补短板，对标对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认真抓好脱贫攻坚、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厕所革命”、基
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保障、农村改
革等重点工作。要加强农村基层党
组织建设，完善“一核两委一会”乡村
治理体系，选优配强育强“三农”干部
队伍，为“三农”工作提供坚强的组织
保障。

省领导彭金辉、何西庆、李国梁
出席会议，刘平治主持。会上，省有
关部门、市县、乡镇和企业代表作了
经验交流。

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召开
刘赐贵沈晓明作批示 李军出席并讲话

本报海口2月28日讯（记者况
昌勋）根据省委部署，2月28日，省政
府党组书记、省长沈晓明主持召开省
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会议听取了我省疫情防控工
作，以及旅游、工信、农业、交通、住
建等重点领域和海口、三亚等重点
市县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两手抓”
工作情况汇报，万宁、屯昌等市县政
府作复工复产表态发言。各副省长

依次就分管领域做好“两手抓”工作
作了部署安排。

沈晓明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系统总结了前一阶段疫情防控
工作，对疫情防控形势作了战略判
断，提出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的要求。要把思想统
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做到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增强责任意识、防范
麻痹思想、增强战胜疫情统筹推进经
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信心、增强不获全
胜决不收兵的决心、明确工作策略工
作原则工作重点、创新工作机制和方
式方法、转变工作作风。

沈晓明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防
控工作，指出防控工作有建立“五级
书记齐抓防控”指挥体系、紧密结合
海南实际、坚持科学防控、信息公开
透明、科学调度医疗资源和防护物资
及注重群防群治等特点，防控形势总
体趋稳趋好。但是也要清醒认识到
依然存在输入风险、一些地方思想松
懈等问题。

沈晓明强调，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是当前面临的
一场“大仗”、一次“大考”，必须坚持

“两手抓”“两手硬”。要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拧紧发条、防止松懈，

重点关注发热人群、出院人群和离琼
赴京人群，防范新一轮疫情输入风
险，把握好复工复产标准，做好物资
供应保障，抓好分区分级精准防控，
全力支持湖北抗击疫情。要尽快恢
复经济社会发展常态，全力推动企业
复工复产，做好海南自贸港建设各项
准备工作，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公办幼儿园等“小项目”建设，积极解
决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社
会稳定，做好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筹备
工作，大力推进重点项目重点企业政
府联络员制度。

沈晓明要求，要总结防控经验，谋

划长远工作，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
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加
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基层防控能力
建设，进一步推动信息化建设，做好海
南健康一码通后续应用开发。

沈晓明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落实，学会

“弹钢琴”，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力
戒形式主义，在全力应对疫情防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三个大考”中交出合
格答卷。

毛超峰、刘平治、苻彩香、沈丹
阳、冯忠华、倪强出席，王路列席会议。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强调

认真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海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五指山市、临高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退出贫困县序列的公告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贫
困退出机制的意见〉的通知》
（厅字〔2016〕16号）和《国务院
扶贫办关于印发〈贫困县退出
专项评估检查实施办法（试
行）〉的 通 知》（国 开 办 发
〔2017〕56号）精神，经县级自
查、省级核查、第三方机构实地
评估、媒体公示、省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审定等程序，五指山市、
临高县、白沙黎族自治县符合
贫困县退出的条件，同意五指
山市、临高县、白沙黎族自治县
退出贫困县序列。

特此公告。
海南省人民政府
2020年2月28日

我省今起恢复进出岛
道路客运服务

本报海口2月28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潘彤
彤）海南日报记者2月28日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我
省自2月29日起，将正式恢复进出我省省际道路客运
班车和客运包车（湖北省除外）。

自2月23日起，我省逐步恢复省际客运班线和省际
包车运营。由于长途客运班线审核、客运站开放和包车
手续需要与各市县协调，2月27日，海汽省际公司与广东
湛江运输方合作，在海口秀英港口售票窗口销售海口至
湛江、东莞、广州、深圳、珠海五个市联运车票，引导旅客
在徐闻县海安客运站乘车。此外，海汽省际公司还派出
由9人组成的团队进驻徐闻县海安镇、湛江市城月镇开
展应急保障工作，确保省际道路客运有序、顺利开展。

为确保道路运输运营安全，省交通运输厅要求，起
讫点均在疫情低风险地区的，恢复省际客运班线运
营。起点位于疫情低风险地区的，终点位于疫情中、高
风险地区的，暂时恢复单向省际客运班线运营，返程空
载。严禁在途经的中、高风险地区上下客。

起点位于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暂时采取省际包车
客运方式，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按照“一车一
方案”原则，开展“点对点、一站式”直达运输，严格控制包
车客座率50%以内，做到输出（入）有组织、健康有监测、
承运有防护、到达有交接、全程可追溯。此外，省际客运
班线和省际包车均要在客车后两排设置留观区域。

省交通运输厅强调，运输企业要落实相关保障措施，
科学制定运输服务方案，落实乘客健康检查和信息登记
有关规定，指导乘客进行健康申报；要严格落实卫生防护
要求，做好客运站、车辆的消毒、通风、卫生清洁以及司乘
人员的防护，引导乘客全程佩戴口罩。一旦发现体温超
过37.3℃的乘客，要按规定及时安排其在途中留观区休
息，并在第一时间将发热乘客送至附近的留验站。

同时，客运企业对单程运行里程超过400公里（高
速公路直达客运超过600公里）的客运车辆，配备2名
及以上驾驶员，加强客运车辆动态监管，及时纠正驾驶
员违法违规行为，确保道路运输安全。

我省征集落实支持复工复产
方面政策措施意见建议

本报海口2月28日讯（记者罗霞）从即日起，省网
上督查室平台面向社会征集落实支持复工复产政策措
施的意见建议，同时欢迎广大群众继续反映疫情防控
属地化管理、健康管理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据悉，为支持企业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生产经营
困难，帮助企业复工复产，《海南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八条措施》
《海南省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帮助企业复工复产七条措
施》《海南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支持海南旅游
企业共渡难关六条措施》等政策相继出台。此次征集
工作旨在了解相关政策措施对企业复工复产的助推效
果，倾听企业和群众对生产恢复的意见建议，群策群
力、有序有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群众可登录海南省
人 民 政 府 门 户 网 站
（www.hainan.gov.
cn）进入海南省网上督
查室专栏，或关注海南
省政府网微信公众号

“便民服务”板块点击
“征集意见建议”，了解
政策、提供线索、反映问
题、提出建议。

本报海口2月28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郭志荣）海南日报记者2
月28日从省商务厅获悉，今年1月
我省实际使用外资超过1亿美元，
同比增长360%以上。1月和2月均
有外资企业新设立。

据统计，1月我省实际使用外资

11559万美元，同比增长366.46%；
新设外资企业29家。主要到资地
为海口、三亚和洋浦经济开发区。
主要到资企业包括海南信开水环境
有限公司、五矿力拓勘探有限责任
公司、洋浦晨星药业有限公司等。

到资企业五矿力拓勘探有限责

任公司，于去年12月30日在三亚挂
牌成立，是一家双500强合资企业，
由中国五矿联手力拓集团共同设
立。五矿力拓勘探有限责任公司揭
牌成立后，积极寻找矿产勘探机会，
探索发现世界级矿产资源，谋求在
矿业领域的长久可持续发展；加强

数据交流和研究，推动技术创新和
研发，打造全球勘探新技术新方法
高地。

尽管受疫情影响，海南仍迎来一
些外资企业的设立。今年以来，我省
新设立的外资企业涉及贸易、投资、
医药、康养、旅游、农业等领域。

1月我省实际使用外资超1亿美元
同比增长360%以上，新设外资企业29家

本报海口2月28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杨洲）“你们项目现在复工
率怎么样？施工有没有困难？水泥
钢筋等材料到位了吗？”2月28日11
时许，在海口市国际免税城项目工地
上，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局
主要负责人正与该项目部经理姚顺
民交谈，了解该项目复工情况。

受疫情影响，我省不少在建项
目面临因工人无法及时返岗、防疫
应急物资缺口大等问题导致的工期
拖延情况。连日来，我省住建主管
部门通过简化复工备案办理手续，
上门精准对接服务，开通电话热线、
微信群等协调各方资源，多向发力
推进在建项目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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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话热线、微信群等协调筹集资源，派出工作人员上门精准对接服务

我省多向发力推进在建项目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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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2020
年2月2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
同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通
电话。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劳尔第一书记和你在第一时间向
我致电表示慰问，你还专程赴中国驻
古巴使馆表达对中方的支持，这充分
体现了中古深厚的传统友谊。古方
按照世卫组织的专业意见，坚持维护
两国正常交流合作，这是对中方防控
工作的尊重和配合，中方高度赞赏古

方和你本人对中方抗疫努力的理解
和支持。

习近平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我亲自指挥部署，全国上下万众
一心、众志成城，采取了最全面、最严
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我们提出早
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防控
要求和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
源、集中救治的救治要求，把提高收
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
率作为突出任务来抓。经过艰苦努
力，目前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

态势正在拓展。我们完全有信心、
有能力、有把握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

习近平强调，在这场疫情防控斗
争中，我们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
及时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信
息，积极回应各方关切，加强国际合
作，努力防止疫情在世界扩散蔓延。
我们还采取了强有力的举措，保障包
括古巴公民在内的各国在华人员健
康和安全。 下转A04版▶

习近平分别同古巴国家主席
迪亚斯-卡内尔、智利总统皮涅拉通电话

我省各医疗机构恢复门诊服务后
“严”字当头抓防疫，确保就医环境安全

加强预检分诊
限制陪同人数

为何会出现“复阳”
新冠肺炎患者？
海南省人民医院专家权威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