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

省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336亿元，完成率50%
累计开工项目15个，开工率75%

分阶段看

竣工项目完成率71%，续建项目完成率48%
新开工项目完成率31%

从项目类型上看

产业项目完成率54%，基础设施项目完成率为47%
公共服务项目完成率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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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根据统一部署，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赴海

南省督查组近期开展脱贫攻坚实地督查。督查
期间为2020年7月22日至27日，每天上午9-12
点，下午2-5点受理举报，电话：12317。特此公告。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海南省脱贫攻坚督查组

近日，俯瞰主体结构封顶的海口
五源河文体中心二期项目。目前，该
项目已经完成55%，预计2021年
12月底竣工交付。

据了解，五源河文体中心二期项
目建设内容包括体育馆、游泳馆和网
球馆，其中体育馆建设总投资10.9
亿元，可容纳1.8万观众座席，具备
举办全运会等全国性以及单项国际
比赛条件。该项目完工后海口可在
此举办包括NBA篮球、羽毛球等球
类赛事以及拳击等竞技类赛事。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五源河文体中心二期项目
体育馆主体结构封顶

■ 本报记者 李磊

沿着时间的轨迹，翻开海南各级
人大及其常委会近年来的履职日志，
展现在眼前的是一部不负人民重托、
履职尽责、可圈可点、收获满满的耀眼
篇章。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全
国人大常委会采纳海南代表团建议，
开展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等立法调研、
起草相关工作。

省人大常委会制定出台《海南经
济特区外国企业从事服务贸易经营

活动登记管理暂行规定》《中国（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园区极简审
批条例》，用立法保障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

有立法权的各市县人大及其常委
会，围绕着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
等领域，制定并表决通过了《海口市美舍
河保护管理规定》《三亚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三亚市投资促
进局的决定》等法规和法规性决定。

围绕生态环保、法治建设等方
面，省人大常委会开展专题询问，为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策和省委部署、

有效实施法律法规发挥了重要的推
动作用。

……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省第七

次党代会以来，海南各级人大及其常
委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始终紧跟时代步伐，
紧贴海南改革发展的脉搏，认真行使
宪法法律赋予的立法、监督等各项职
权，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全面依法
治国进程中，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发挥了重要
职能作用。 下转A03版▶

履职尽责勇担当 砥砺奋进续华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人大工作综述

本报讯（记者金昌波）7月24日，省委副书记、省
委党校校长李军深入省委党校新校区项目现场，就项
目建设进展情况进行调研。

据悉，省委党校新校区项目是省重点项目和海口
江东新区开发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于去年3月开工建
设，计划于今年12月底交付使用。今年以来，项目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采取超配人员设备、建立项目现
场决策机制等措施全力加快工程施工进度。截至7月
20日，全部11栋楼主体结构已实现封顶。李军来到
项目施工现场查看工程进度，向烈日下的建设者表示
慰问，并与施工单位负责人、监理工程师等深入交流，
询问了解室内装修、质量监管、招工用工、智慧校园工
程等情况，对项目团队克服疫情影响、日夜奋战追回工
期的成效表示肯定。

李军指出，省委对建设党校新校区高度重视，省委
书记刘赐贵多次提出明确要求。要继续以“一天当三
天用”的干劲和作风，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又快又好地
推进项目建设。要坚持质量第一，在抢工期、抓进度的
同时，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监管关，全力打造百年精
品工程。要实施好智慧校园工程，省大数据局等部门
要在参数设计、项目招标等方面加强专业指导。要坚
决落实好我省关于组织农民工到省重点项目、重点工
程务工的政策措施，在项目建设中优先招录培训本地
农民工特别是贫困群众，为促进农民增收、保障脱贫攻
坚质量作出积极贡献。

省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调研。

李军到省委党校新校区项目调研时强调
坚持质量第一 打造百年工程

本报海口7月26日讯（记者邵长春 孙慧 通讯
员王苑）海南日报记者7月26日从我省有关部门获
悉，我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以下简称“工改”
系统）正在全面试运行集成合练，将于8月1日起正式
上线运行。“工改”系统上线运行后，各市县和各级审批
部门均需通过系统进行“线上”审批，企业可通过互联
网完成材料报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方式由“串联审
批”变为“并联审批”，提高审批效率，缩短审批时限。

“工改”系统具备“多规合一”业务协同、在线并联
审批、统计分析、监督管理等功能，并与国家系统、其他
部门系统联通，具备实时查看功能。通过该系统，项目
监管部门可以对项目审批动态情况实施全流程跟踪，
有利于实时监管。

该系统完成了全省工程建设项目改革事项标准
化建设，全岛内同一件“事”，只叫同一个名、只需要
准备同一套材料、用同一个申报流程，避免了企业需
要耗费时间成本去学习不同区域的不同申报机制。
系统还根据项目的类型，按照“立项-规划-施工-验
收”分阶段的方式，预置每个阶段需申报的事项，企
业可以通过阶段多事项的“并联申报”，提升申报和
审批效率。

此外，该系统还与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流程14个
平台互联互通，实现各平台之间的数据共享交换，审批
人员用一张“审批网”就可进行工程项目全流程的审批
跟踪。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

为充分发挥该系统应用效果，提高审批人员服务
水平，省大数据管理局已多次组织召开系统使用培训
会，通过线上培训讲解的方式，对系统常用功能，难点
功能进行操作演示，并将培训全程视频以及系统操作
手册等培训材料在网上进行公布，以便企业随时进行
查看。 （相关内容见A04版）

海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管理系统下月上线
可并联申报审批

本科提前普通类

实行梯度志愿的投档录取模式，设6个有先后顺序的院校专业

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设6个专业志愿和服从专业调剂志愿

本科艺术类“校考”及须面试的高职（专科）提前批

实行梯度志愿的投档录取模式，各设3个有先后顺序的院校专业组志

愿，每个院校专业组设6个专业志愿和专业服从调剂志愿

本报海口7月26日讯（记者陈
蔚林 特约记者高春燕 实习生李梦
楠）根据我省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安
排，考生于7月27日起填报志愿。报
考本科提前普通类、本科艺术校考和
须面试的高职（专科）提前批的考生，
可于7月27日8时至17时30分登录
省考试局网站填报志愿。

可在相关批次填报志愿的学校
有：1.在本科提前普通类录取的须面

试的军队、公安（含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国家专项计划）和消防救援类院
校，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北京电子科
技学院，海南师范大学定向公费培养
的小学教育专业等；2.在本科提前普
通类录取的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的
国家公费师范生专业，香港中文大
学、香港城市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空
军航空大学和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
院，上海海关学院海关管理专业，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安类专业，西南政
法大学的侦查学专业，同济大学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招收外语小语种
专业的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
学、黑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和西安外国语
大学等院校，招收轮机工程、航海技
术和船舶电子电气工程等专业的大
连海事大学、集美大学、烟台大学、山
东交通学院、广东海洋大学、广州航
海学院、北部湾大学、海南科技职业
大学和重庆交通大学，海南医学院定
向免费本科医学生培养专业等；3.本
科艺术类“校考”招生录取的学校；4.

高职（专科）提前批须面试的海南政
法职业学院以及为海南省邮政公司
及海南邮政银行订单培养“定向生”
的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据悉，本科提前普通类实行梯度
志愿的投档录取模式，设6个有先后顺
序的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
组设6个专业志愿和服从专业调剂志
愿；本科艺术类“校考”及须面试的高
职（专科）提前批，实行梯度志愿的投
档录取模式，各设3个有先后顺序的院
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设6个

专业志愿和专业服从调剂志愿。
投档成绩达到本科批录取最低

控制分数线（即463分）的考生，既可
以在7月27日填报本科提前普通类
志愿，也可以在其他批次志愿填报
规定的时间填报有关院校专业组的
志愿。考生若被所填报的本科提前
普通类院校录取，则在其他各批次
填报院校志愿不再作为投档依据。
此外，考生填报志愿须本人选考科目
满足拟报考院校专业组科目要求方
可报考。 下转A04版▶

我省高招志愿填报工作今日启动

关注2020年高招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通讯员 潘志勇 实习生 陈韧锐

幸福是什么？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什运乡便文村脱贫户王泽思说：

“幸福就是家门口有产业，自己的腰
包有钱，成功戒酒，然后就盼着娶个
媳妇回家，生个胖娃娃！”

幸福是什么？海口市红旗镇墨
桥村73岁脱贫户邓开积说：“幸福
就是心里很踏实，有新房住，不再担
心刮风下雨时房屋漏雨。现在，我
两个儿子外出打工，我在家光种植
水稻和瓜菜一个月就能挣2000元，
踏实！”

幸福是什么？儋州市兰洋镇南
罗村文芳村民小组脱贫户杨文立说：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现在会装修

电路、安装水管、做水泥工、钻井，不
愁找不到活儿干，不愁老板不给涨工
资！”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奋斗
脱贫路，幸福来敲门。

自2015年以来，全省脱贫64.8
万人，累计退出贫困村600个。今年
以来，受疫情影响，我省通过抗疫情
抓扶贫“双线作战”、强产业扶贫促就
业扶贫“双业推动”、正向激励与反向
约束“双管齐下”构建脱贫长效机制
等举措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
截至今年6月底，我省琼中、保亭、五
指山、临高、白沙5个贫困市县全部
摘帽；全省农村贫困发生率由2018
年 的 0.79% 下 降 到 2019 年 的
0.01%，提前一年基本消除现行标准
下的绝对贫困。目前，全省仅剩下不

足500人未脱贫。

“双线作战”
以超常规举措战疫战贫

今年新春伊始，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给脱贫攻坚全面收官
带来新挑战。我省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脱贫攻坚，实现“双线作
战”，确保2020年脱贫攻坚战圆满
收官，为农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持续加力。

2月5日，全省召开“抗疫情、保
畅销、保生产、保增收”工作视频会，
会议直接开到村一级，对疫情防控期
间农业生产、销售等工作做出具体部
署。随后，我省出台《海南省抗疫情
保增收防返贫十五条措施》，通过帮

助帮扶贫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助
力销售贫困户农产品、及时组织实施
临时救助等举措，全力消除疫情对脱
贫攻坚的影响，最大限度巩固贫困县
的脱贫摘帽成效。

5 月 17 日，我省继续“背水一
战”、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誓师大会举行，全省
15.1万余名干部群众通过电视、广
播、网络等形式参加会议。

6月29日，省委在习近平总书记
首次提出“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
的三亚市吉阳区博后村召开现场会，
再次阐明了决战脱贫攻坚战、决胜全
面小康的坚定立场。

我省各行业部门履职尽责、尽锐
出战，市县乡（镇）村层层签订责任
状，做到“五级书记抓扶贫”。

“今年疫情发生后，村里20多亩
豆角丰收，驻村干部积极对接采购商
收购，销售有了好转，村民得以增
收。”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拥阜村
驻村第一书记张天文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为了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增
加贫困村民收入，村里还将300亩撂
荒地复耕，种植玉米、水稻、益智等农
作物。同时，还发展小黄牛养殖产
业，目前存栏147头，大大带动了贫
困户就业和增收。

我省立足“超常规”，将加大力
度、加快进度、提升精准度贯穿脱贫
攻坚始终，加大农业扩种增养、农民
务工力度，调动各个方面精准发力抢
回时间，夺回工期，补回损失，促进农
业丰收农民增收。

下转A02版▶

今年以来我省“双线作战”“双业推动”“双管齐下”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奋斗脱贫路 幸福来敲门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省发展改
革委近日披露的信息显示，截至7月
下旬，省重点项目年度投资完成
50%，开工率75%，均实现“时间过
半、任务过半”；完成率高于去年同期
13个百分点。

据了解，我国首个深水自营大气
田，同时也是中国海油首个完全自营
作业的大型深水气田陵水17-2气田
已完成首口开发井作业，标志着气田
开发项目迈出了重要一步。该气田
探明地质储量超千亿立方米，气田距

海南岛150公里。中国海油预计陵
水17-2气田明年投产后，每年将为
粤港琼等地稳定供气30亿立方米，
可以满足大湾区四分之一的民生用
气需求。国道G360文昌至临高公
路项目是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

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十三五”交通
扶贫“双百”工程项目之一，也是我省

“十三五”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目
前项目路基施工大规模展开，项目完
成率逾五成。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二期
扩建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计划在8月

初开展试飞。二期扩建项目投用后，
美兰机场将形成南北双跑道运行格
局，实现航空、环岛高铁、城际轨道交
通、高速公路等多种交通方式的便捷
转换，成为海南自贸港对外经贸交流
的重要门户，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年度投资完成50%，开工率75%

省重点项目投资进度和开工率“双过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