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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本报海口4月14日讯（记者尤梦
瑜 通讯员刘雪羽 赵雅婧）4月14日下
午，省纪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在海口召
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
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常委会（扩
大）会议精神。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
陈国猛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就“坚
持严的主基调，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提出了要求，为海南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
任务，结合职能职责抓好落实，充分发挥
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为海
南自贸港建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
环境。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迅速掀起传达学习热潮，以实际行动
践行“两个维护”。要聚焦“国之大

者”持续强化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海南落地生
根。要以“三不”一体推进的理念、思
路和方法开展反腐败斗争，让清正廉
洁成为海南自贸港的鲜明底色。要
持续巩固作风建设成果，以新风正气
营造自贸港良好营商环境。要坚持
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以新
风正气凝心聚魂、鼓舞干劲，以优异
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八次
党代会的胜利召开。

省纪委监委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践行“两个维护”
为自贸港建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本报海口4月14日讯（记者尤梦
瑜）4月14日，省委宣传部在海口召开
部务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
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政协副主
席肖莺子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
高度重视，为全省宣传文化系统做好工

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充分认识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海南的重要意义，牢记嘱
托、创新实干，努力开创宣传思想工作
新局面。

会议强调，要强化政治责任和政治
担当，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
首要政治任务，以强有力的组织，开展好
大学习大宣传大宣讲，迅速在全省掀起
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要强化底线意识，
牢牢把握三个“毫不动摇”的要求，坚持

正确政治方向，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到
宣传思想工作全过程各领域。要强化文
明创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深化社会文明大行动，不断提升人民群
众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要强化党
史学习教育的常态化长效化，继续开展
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传承好
红色革命精神。要强化作风、能力建设，
以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为抓手，抓好干
部队伍建设，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和省第八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

省委宣传部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牢记嘱托创新实干
努力开创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

本报海口4月14日讯（记者陈蔚
林）4月14日，省委办公厅、省委政策研
究室、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省委
国安办、省委党史研究室五家单位联合
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常委
会（扩大）会议精神。

省委常委、秘书长，省委深改办（自贸
港工委办）主任孙大海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是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
各单位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学习贯彻
落实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迅速掀起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热潮，以实际行动和学习成效体
现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一个复杂的

系统工程，要做好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和
工作准备。会议要求，各单位要深入开展

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深化拓展“查堵点、
破难题、促发展”活动，不断提升服务海南
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要大兴调查研
究之风，切实发挥参谋助手作用，沉下身
子破解阻碍海南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
题；要持续改进作风，以滴水穿石的韧劲、

“马上就办”的快劲、精益求精的细劲、真
抓实干的硬劲，写好每一篇文章、办好每
一件事情、干好每一项工作，为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贡献省委机关部门的智慧与力量。

省委办公厅等五家单位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切实发挥参谋助手作用
为自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本报海口 4 月 14 日讯 （记者易
宗平）4 月 14 日下午，省委组织部召
开理论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
措施。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和在考察中作出的系列重要指
示，立意高远、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是
做好组织工作的思想引领、行动指南
和根本遵循。全省组织部门要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
务，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牢记嘱托、
拼搏实干，为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提供坚强组织保
证。

会议强调，全省组织部门要坚持
党建引领，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
设，扎实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夯
实自贸港的基层基础，做好新业态新
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把各领域基层党

组织打造成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坚强
战斗堡垒。要扎实开展能力提升建
设年活动，组织全省党员、干部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
大力气解决干部本领恐慌、能力不足
的问题，着力提升干部能力素质。要
贯彻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深
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大人才
引进培养力度，营造一流人才发展环
境，着力打造海南自贸港建设人才新
高地。

省委组织部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为自贸港建设
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本报三亚4月14日电（记者李梦
楠）4月14日，三亚市委常委会召开扩
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
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常委会（扩
大）会议精神，并就下一步的学习和贯彻
工作作动员部署。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周红波主
持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也让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备感振奋、深受
鼓舞；全市各级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按照省委常委会的部署和要求，坚
决有力推动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决
定要求落地生效；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敢闯敢试，大胆创
新，为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扛起三亚担当。

会议强调，要着力打造南繁种业和
深海科技创新高地，加快推进三亚崖州
湾科技城建设；要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管理提升三年行动，打造一批有主题、
有特色、有吸引力的美丽乡村；要结合本
地特色资源，做好农产品品牌化文章，不
断激活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动能；要大
力发展生态旅游和全域旅游，做到陆海
统筹；要坚定不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打
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城市。

三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敢闯敢试大胆创新
扛起自贸港建设三亚担当

本报海口4月14日讯（记者计思
佳 彭青林）4月14日，海口市委常委会
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的部署要求，研
究部署该市贯彻落实工作。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罗增斌主
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迅速掀起学习宣传热潮，全面深入贯
彻落实。

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把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经济
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各方面，坚持对标
一流，坚持雷厉风行，坚持狠抓落实，奋
力开创海口各项工作新局面。加快推进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继续抓好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和海南自由
贸易港法贯彻落实，持续深化重点领域

改革攻坚和制度集成创新；扎实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
扛起省会担当；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积极探索“两山”理论实现路径；扎实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强化党的全面领导；持
续推动民生改善，在共同富裕上聚智聚
力，在改善民生上用心用情，在精神文明
建设上久久为功，在基层治理上提质提
效；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
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

海口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对标一流雷厉风行狠抓落实
奋力开创海口各项工作新局面

冯飞表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政府系统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
务，进一步解放思想，做强自贸港功
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打造
绿色低碳发展的典范，以有效举措落
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谱写共
同富裕的海南篇章。

毛万春表示，要在政协建言资政和
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聚焦自贸港建设
重点领域，提升民主监督水平，为加快建

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汇聚更大合力。

李军表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打开格局、拓宽视野，跳出海南看海南，
真正从“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思考、谋
划、推进自贸港建设。

陈国猛表示，全省纪检监察系统要
聚焦“国之大者”，持续强化政治监督，要
坚持“三不”一体推进，让清正廉洁成为
海南自贸港的鲜明底色。

肖莺子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掌舵定向、指路
领航，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令人备感振奋、深受鼓舞，也感到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

刘星泰表示，全省政法机关将防控
好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走私偷渡、经济
金融领域涉稳、生态环境等风险，为海南
自贸港封关运作保驾护航。

苻彩香表示，要着力保护传承好非
物质文化遗产，大力挖掘黎锦等特色民
族产业，真正把民族地区的生态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
徐启方表示，坚持党建引领，建强各

领域基层党组织，着力提升干部能力素
质、做好开放引才工作，为建设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提供组织
保证。

沈丹阳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内涵丰富、思想深邃，饱含对海南
的深厚情怀，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再一次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意
义重大。

孙大海表示，加快推进自贸港建设，
必须在推动核心政策落地生效、做好封
关运作准备、推进制度集成创新、抓好风
险防控上下更大功夫。

周红波表示，将以“三大工程”和“三
个行动”为抓手，奋力打造“六个标杆”，
为海南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作出三亚贡献。

罗增斌表示，海口将全面贯彻落实，
坚持对标一流、雷厉风行、狠抓落实，用
创新实干体现忠诚担当，用发展实绩体

现落实成效。
杨晓和表示，洋浦将不断加快融

合发展，积极打造自贸港政策压力测
试区，努力实现“儋州因洋浦更加开
放、洋浦因儋州更有深度”，不负总书记
的期望。

闫希军表示，将大力推进更高水
平的平安海南和法治海南建设，为加
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营造安全稳
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和公平透明的法治
环境。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学习交流发言摘登

4月10日至13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海南考察指导，并发表了立意高远、思想深刻、内涵丰富的重要讲话，赋予海南新的使
命，提出更高要求，意义重大、影响深远。4月14日，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充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的重大意义，深入学习宣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和展示中国风范的靓丽名片。会上，省委副书
记、省长冯飞，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李军及其他部分省领导作学习交流发言。现将学习交流发言摘登如下。

编
者
按

专题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吴维杨 美编：陈海冰

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试行）》（环办〔2011〕22号）
和《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技术规定（试行）》（环办监测〔2017〕51号）等评价，2022年1—3月，全省地表
水总体水质为优，监测的193个断面（点位）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点位）占94.9%，劣V类占1.0%。

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靠前的市县分别是三沙市、五指山市、陵水黎族自治县，排名靠后的市县分别是文
昌市、东方市、儋州市。2022年1—3月全省19个市县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如右：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2年4月12日

2022年3月市县
地表水环境质量排名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市县名称

三沙市

五指山市

陵水黎族自治县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万宁市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澄迈县

白沙黎族自治县

三亚市

昌江黎族自治县

城市水质指数

2.1626

2.7694

2.8880

2.9414

3.0420

3.0793

3.1097

3.1299

3.4156

3.4368

排名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

市县名称

定安县

海口市

乐东黎族自治县

琼海市

临高县

屯昌县

儋州市

东方市

文昌市

/

城市水质指数

3.5515

3.5910

3.6289

3.6960

3.6970

3.7716

3.8093

4.1164

4.466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