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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4月 24日讯 （记者刘
操）4月24日，省政协七届五十一次党
组会议暨四十一次主席会议在海口召
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毛万春主持
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省政协关于围绕
助推全省作风整顿建设 开展政协民主
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试行草案）》，审
议通过了《省政协关于机关作风整顿建
设实施方案（试行草案）》，审议通过了
《省政协关于完善政协常委、委员履职

考核考绩工作的实施方案（试行草
案）》，审议通过了《关于助推全省作风
整顿建设的决议（草案）》，审议通过了
《2021年海南省政协主席会议成员督
办重点提案及分工》，审议通过了《省政
协2021年视察考察调研计划》。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
协党组副书记苻彩香，省政协副主席马
勇霞、李国梁、史贻云、吴岩峻、陈马林、
蒙晓灵、侯茂丰、刘登山，省政协秘书长
陈超出席会议。

省政协七届五十一次党组会议
暨四十一次主席会议召开

毛万春主持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本报海口4月24日讯（记者计思
佳）按照中央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决策
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4月23日，海南
省党史学习教育党史专题宣讲进市县
报告会暨海口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
大）学习会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琼崖革命“二
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历史及其凝练的精
神内涵，感悟和践行党的性质宗旨和初

心使命，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报告会上，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地

方志办公室）主任毛志华以《弘扬“二
十三年红旗不倒”琼崖革命精神 推进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行稳致远》为题，
围绕“什么是‘二十三年红旗不倒’”

“为什么能坚持‘二十三年红旗不倒’”
“‘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琼崖革命精神
的现实启示”3个部分，系统讲述了
1927年到 1950年期间琼崖革命“二

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光辉历史，阐明了
“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基本含义、精
神内涵和现实意义。

海口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海口全
市各级党员干部要以此次宣讲为契机，
深入学习琼崖革命史，总结历史经验、
把握历史规律，从琼崖革命精神中汲取
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走深走实、取得成效。要从“二十
三年红旗不倒”中激发信仰，进一步坚

定理想信念，坚决扛起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
省会担当。要从“孤岛奋战艰辛开拓”
中获得启发，进一步发扬自立自强、敢
为人先的精神，努力在新的起点上把海
口改革发展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要从“山不藏人人藏人”中汲取智慧，进
一步深入践行群众路线和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省党史学习教育党史专题宣讲进市县报告会在海口举行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周逸，原名周德一，又名周庆昌，海
南文昌县（今文昌市）人。少年时代在
家乡附近的广智学校读书，1919年下半
年以全优的成绩考进府城琼崖中学。
周逸入校不久，发生了美国教士强奸匹
瑾女子中学学生的事件，消息一传出，
激起了全琼民众的强烈不满。在琼崖
学生联合会的支持下，周逸组织学生到
美国教堂门前进行集会示威，并提交书
面抗议，要求惩办肇事者。结果是，腐
败的地方政府责令学校当局以“无事生
端”为理由，将周逸等一批学生开除出
校。1920年下半年，周逸怀着愤愤不平
的心情回到家乡文昌。

1921年9月，周逸又以第一名的成
绩考上文昌中学。当时正值全岛中小
学举行大罢课，抗议日本掠夺西沙群岛
资源的罪行。由于周逸被大家视为“匹
瑾女中事件”的英雄，因而被学校学生
理事会指定为“反日保西沙”宣传小队

长。他不负众望，带领宣传小队四处进
行反日宣传。在文昌中学度过的三个
春秋里，他开始阅读《新青年》《每周评
论》和《新琼崖旬报》等进步刊物，从中
了解全国革命斗争的情况，学习马列主
义等革命理论。1924年中学毕业后，他
考进上海东华大学预科学习，三个月后
转读上海大夏大学法政系。当时，同他
一起在上海读书的琼籍进步学生有叶
文龙、许侠夫、罗文淹、王文明等人。他
们在上海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在党的领
导下，组织起琼崖青年社，介绍琼崖见
闻，评论政治，揭露黑暗，鼓动民众，发
动和组织青年学生参加革命活动。周
逸还和符向一一起创办《琼崖青年专
刊》，并亲自撰写文章发表。

1925年，震惊全国的“五卅运动”在
上海爆发，周逸坚定地站在斗争的前
列，出色地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
务。经过斗争的考验，党组织批准他加

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2 月，他离开上
海回到广州。1926年2月，他以中央农
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返回家乡文昌开
展农民运动。3月，在他和党团员的共
同努力下，文昌县党团支部在文城圣殿
里成立，他被选为支部书记。

1926年6月，周逸在中共琼崖第一次
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
委员兼农民部部长。9月，在海口与冯平
一起共同主持创办琼崖高级农民军事政
治训练所，担任副所长兼专职教员，培训
从各县农民运动中选出来的积极分子。

1927年琼崖四二二事变后，周逸被
派到乐会县第四区开展工作。6月，当
选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委员。7月中
旬，为了破坏敌人交通，周逸带领一个
战斗小组在嘉积市附近活动，结果被反
动民团包围，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周逸
带领大家勇敢战斗，战斗中他中弹牺牲，
时年25岁。 （本报记者 陈蔚林/辑）

海南100名党史人物

本报海口4月24日讯（记者易宗
平）4月24日，“实践者说”——中组部
选派来琼挂职干部工作学习交流会（第
14期）在海口举行。170多位挂职干
部围绕“金融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主题，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

交流会上，6位金融业相关领域挂
职干部结合国内外金融业的经验模
式，对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金
融业如何抢抓机遇、创新发展、管控
风险等，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
建议。

挂职三亚市副市长的花兴说，在海
南自贸港背景下，推进“科创+产业+金
融”，海南金融业要重点面向非金融企
业，服务投资和贸易自由便利化。

挂职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副主任
的赵旺提出海南农信服务乡村振兴的
策略：服务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继续落实金融帮扶政策；服务好乡村
产业发展，发挥支农主力军作用，高水
平发展绿色金融，撬动更多资源投向
绿色经济重点领域；服务好数字乡村

建设，拓展农村电商、智慧农业等优质
客群，合作探索乡村数字金融服务；服
务好深化农村改革，创新推广农村产
权类抵质押融资产品；服务好乡村治
理体系现代化，提供更多融资融智融
技服务。

挂职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风险
管理部副总经理的褚梁建议：一是推
动风控理念变革。要推广三大风控理
念：发展风控，即风险管控是为了业务
发展，更好发展是金融风险防控的首
要目标；科学风控，就是注重全流程风
控；技术风控，即依托大数据、信息化、
模型化管理控制手段。二是做强当地
金融机构。要引进和培养一批金融专
业人才；引入国际金融机构战略投资
者，推动当地金融业态丰富多样。三
是创新金融服务产品。从产业链入手
进行风控；探索落地跨境资产转让业
务，分散金融风险；在转口贸易及离岸
转手买卖领域，推动跨境结算及融资
凭客户支付指令办理结算，从事中审
核变为事后监管。

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

探讨交流金融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

关注2021海南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

本报海口 4月 24日讯 （记者刘
操 通讯员黄冬青）海南日报记者4月
24日从省民宗委获悉，以讴歌党史伟
业、唱响幸福生活为主基调的“唱支山
歌给党听”评选活动正在火热征稿。活
动吸引了省内外大量歌唱爱好者积极
参与，目前已收到一大批优秀作品。

“唱支山歌给党听”评选活动由省
民宗委、海南日报社联合推出，是2021
年海南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的重要活
动内容之一。目前，组委会已收到包括
普通话歌曲、黎族民歌、临高方言快板
等在内的20余件作品。

“不少读者在发送演唱视频的同
时，还给组委会发来了感谢信，称赞此
次活动‘很有意义，值得点赞’。”主办方
相关负责人介绍，读者投稿很积极，但
有不少作品不符合要求，如有些仅有歌
词文稿而无演唱视频、有些演唱视频演
唱者本人没有出镜等。

相关负责人提醒，本次活动旨在激

发大家“讴歌党史伟业、唱响幸福生活”
的热情，并非专业的歌唱比赛，因此只
要热爱唱歌就可参与。但在投稿时需
注意规则：演唱者需以海南元素（如椰
树、槟榔树、路牌、地标建筑等）为背景，
出镜现场演唱一首歌（有无伴奏均可）
并将演唱视频发送至组委会公共邮箱
hbhz666@126.com。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报送曲目可
以非原创，但须积极向上、弘扬正能量，
以讴歌共产党、歌唱新时代为主旋律；
优先选择各地特色方言歌曲，民歌优
先。非普通话歌曲演唱视频须配字幕，
说明歌词大意。

据介绍，活动组委会将组织专家
对征集到的作品进行初审，初审合格
的作品将公布在网络平台，接受网友
投票。根据网络票选结果，活动组委
会将对前三名分别奖励 5000 元、
3000元和 2000元，其他名次也有不
同程度的奖励。

“唱支山歌给党听”评选活动火热征稿

日前，海口西海岸南片区生态修复工程项目游客中心施工现场，工人正在加紧施工，目前已经进入装修阶
段。西海岸南片区生态修复工程项目位于五源河体育馆西南部，是海口市重点项目之一。该项目于2019年11
月18日开工，包含雨林门户、水上剧场、云中落瀑、栖息之岛、星光森林、乐活环道及各种主题景观，预计今年年
底前完工。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上接A01版
审议通过了《省政协关于完善政协常
委、委员履职考核考绩工作的实施方案
（试行）》，审议通过了《关于助推全省作
风整顿建设的决议》。会上，省政协各
专委会主任就助推海南自贸港创一流
营商环境发言。

毛万春指出，开展民主监督核心在
于坚持问题导向，要害在于高位推动、
以上率下；开展机关作风整顿核心在于
出工出力出效的有机统一，要害在于抽
查通报、全面覆盖；开展委员考核考绩，

核心在于强化责任、提质增效，要害在
于鼓励激励、公之于众。

毛万春强调，当好政协人，贵在领
导带头，省政协领导要率先垂范；贵在
人人尽责，全省政协人都要行动起来，
各负其责；贵在雷打不动，作风整顿建
设是攻坚战，更是持久战。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
协党组副书记苻彩香，省政协副主席马
勇霞、李国梁、史贻云、吴岩峻、陈马林、
蒙晓灵、侯茂丰、刘登山，省政协秘书长
陈超出席会议。

省政协七届十九次常委会会议
暨作风整顿建设年动员会召开

海口西海岸南片区
生态修复工程顺利推进

周逸（1902-1927）

◀上接A01版
国家公园管理局印发《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全面启动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位于海南岛中南部，试点区规划总面积
4403 平方公里，其中：核心保护区
2748.7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62.43%，
一般控制区1654.3平方公里、占总面积
的37.57%。试点区范围涉及五指山、琼
中、白沙、东方、陵水、昌江、乐东、保亭、
万宁9个市县、43个乡镇、175个行政
村，常住人口3.04万人。

初步统计，试点区内有野生维管植
物3577种，各类保护植物432种，其中
海南苏铁、坡垒等国家I级保护植物5
种，海南油杉、海南韶子等国家II级保护
植物34种。脊椎动物627种，其中海南
长臂猿、海南坡鹿、海南山鹧鸪、圆鼻巨
蜥等国家I级保护野生动物8种，黑翅
鸢、四眼斑水龟和虎纹蛙等国家II级保
护野生动物67种。

启动海南长臂猿生态廊道
试点建设

国家发展改革委披露具体试点工作

进展情况。管理体制方面，依托海南
省林业局挂牌成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管理局，整合试点区内19个保护
地，纳入统一管理。园区涉及 9个市
县的确权登记地籍调查及数据库的建
库入库工作均已完成，成果已提交自
然资源部并完成初核。省委编办已形
成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内设机
构、二级管理机构和综合执法建议方
案，试点区内行政执法拟由市县综合
执法局下设执法大队。

运行机制方面，成立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建设工作推进领导小组，研究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相关问题。正在研究
制定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探索建立自
然资源资产产权管理制度，落实离任审
计、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并在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官网发布举报电话和举报邮箱，
接受广大群众监督。

生态保护方面，印发《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总体规划（试行）》并启动编制
国家公园保护、生态旅游、交通基础设施
等专项规划。组织开展综合科考（植物
部分）本底调查。启动海南长臂猿生态
廊道试点建设，加强海南长臂猿栖息地
保护。建设核心保护区电子围栏和天空
地一体化监测体系，推进智慧雨林项

目。对森林资源进行网格化管理，护林
员每月至少巡护22天，并做好相关巡
护记录。制定已设矿业权退出机制方
案，霸王岭2处水电项目已完成清理，
试点以来没有新增开发项目或者经营
活动。白沙黎族自治县生态搬迁稳步
推进，搬迁安置地建设已完成工程总
量的62%。

社区发展方面，园区共设置生态护
林员岗位1325个，聘请当地脱贫户为护
林员。通过场乡共管、签订合作保护协
议、生态搬迁土地置换及当地政府统一
租赁等模式，实现园区内集体土地统一
管理。制订《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特
许经营管理办法》。

试点保障方面，起草的《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条例（草案）》已提请省人大
常委会审议。中央财政共拨付国家公园
建设资金1.2亿元，海南省财政落实国
家公园专项资金9.5亿元，主要用于国
家公园生态搬迁、基础设施、电子围栏、
生态修复等工作。依托海南大学、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等组建海南国家公园研
究院，已启动课题研究工作并建立专家
库，建立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具有评定
职称资格和资金安排渠道的研究平台和
服务交流桥梁。

建立局省协作工作机制
尚属首例

国家发展改革委披露，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取得三项特色创新。

成立联合领导小组。海南省委、省
政府与国家林草局联合成立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建设工作推进领导小组，通
过建立局省协作工作机制，持续推动试
点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资金支持、生态
搬迁等试点任务落实的工作模式，在10
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尚属首例。

创新生态搬迁土地置换方式。在白
沙探索生态搬迁土地处置新模式，以生
态搬迁村庄高峰村的7600亩集体土地
与海南农垦控股白沙农场的5480亩国
有土地进行等价置换，置换后，国有土地
登记变更为集体土地，集体土地登记变
更为国有土地，原土地的使用性质不
变。在10个试点区中，首个明确提出
2021年全面完成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
生态搬迁任务，确保核心保护区内2022
年无居民居住的工作目标。

创新设立国家公园研究院。海南国
家公园研究院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实行
全员聘任制。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三项创新

本报海口 4月 24日讯 （记者孙
慧 通讯员吉秋平 实习生焦晴）海南日
报记者4月 24日从省医疗保障局获
悉，我省各级医疗保障机构以及其他
相关职能部门结合4月份的“全国医
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契机，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宣传形式，加强《医疗
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宣传解读，并曝光10起欺
诈骗取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公布打击
欺诈骗保举报方式，包括开通了微信
公众号举报渠道。

据介绍，省医疗保障局自组建以
来，始终把医保基金监管作为重点工
作来抓。通过开展自查自纠、专项治

理、国家医保局飞行检查后续处理、
二批定点医疗机构省级飞行检查、一
批医保经办机构省级飞行检查、专项
治理回头看、医保智能审核系统等
方式，实现对全省定点医疗机构和
医保经办机构监督检查全覆盖，持续
保持打击欺诈骗保行为高压态势，截
至目前共追回医保资金 2.570441 亿
元，暂停医保协议19家，解除医保协
议3家，行政罚款6家，移交司法机关
1家。

下一步，省医疗保障局将持续开展
《条例》和打击欺诈骗保的宣传力度，形
成社会效应，让全民参与医保基金安全
的监督。

我省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
共追回医保资金约2.5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