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俯瞰正在建设中的
五指山市中环西路市政道路工
程三期项目。该项目道路总长
约1000米，宽为29.6米，设计
为双向4车道。

近年来，五指山市通过推
进河北东路二期项目、三月三
大道及道路景观改造工程、环
西路市政道路工程等项目建
设，完善市区及周边交通路网，
为区域发展提供更加便利的交
通支撑。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五指山：

完善城市路网
夯实发展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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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尤梦
瑜 通讯员赵雅婧）参观省反腐倡廉警
示教育基地、听服刑人员现身说法
……7月4日，一场面向企业家的“市
场主体廉洁从业教育专题班”在省反
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举办。这是省纪
委监委、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总商
会）首次联合开展市场主体廉洁从业
教育活动。省工商联常委，民营经济
人士，中央驻琼企业、省属国有企业有
关负责人等150人参加。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对于海南自贸
港优化营商环境及长远发展起着重要
作用。然而，从近年我省查办的领导
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来看，许多案件中

都不乏企业经营者“身影”，有的甚至
成为案件“主角”之一。

专题班上，面对民营企业、国有企
业等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佼佼者”

“主力军”，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回
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亲清政商
关系的重要论述，从中央层面、海南层
面回顾了近年来党和政府推动构建亲
清政商关系的重要举措，介绍党中央
对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工作部署和
相关要求，深入剖析相关行贿受贿典
型案例，并对市场主体廉洁从业提出
希望和要求。

“作为自贸港建设的参与者和见
证人，我目睹了海南营商环境发生的

深刻变化，各级党委和政府对营商环
境的重视程度、破解制约营商环境各
种因素的力度、营商环境建设的质量
和水平都是前所未有的。”专题班结
束后，省工商联（总商会）副主席、海
南云鹏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杨
坤说，随着自贸港新政策好政策落
地，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企业也要在
经营活动中宣传好、落实好构建亲清
政商关系的制度规定，做到诚信守
法、廉洁从业。

省工商联（总商会）专职副主席林
峰表示，下一步，省工商联将进一步贯
彻落实清廉自贸港建设相关部署要
求，继续深入开展民营市场主体廉洁

从业教育活动，在推动政商沟通交往
上用力，在引导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上
发力，持续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7月2日，省工商联在召开第九
次代表大会期间，向参会人员发放了
《培树新型商业文明，助力海南自贸
港建设倡议书》，组织观看了省纪委
监委利用近年来我省查办的行贿犯
罪典型案件拍摄的警示教育片《行贿
者戒》。

近年来，我省始终保持惩治腐败
的高压态势，加大对行贿行为的打击
力度，坚决斩断“围猎”之手，2021年，
全省有42名行贿人员被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同时，积极稳妥探索推

行行贿人“黑名单”“灰名单”制度，健
全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精准处置的
工作机制，提高行贿违法成本，让行贿
人付出沉重代价。

“去年，省纪委监委举办‘一把手’
纪律教育和‘廉内助’家风教育专题
班，把领导干部的家属和成年子女纳
入纪律教育对象，收到了很好效果。
今年我们进一步扩大教育范围，将市
场主体纳入廉洁从业教育对象，从受
贿行贿两端发力，从源头上铲除贿赂
滋生的土壤，将持续提升廉洁文化教
育的效果，有助于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省纪委监
委相关负责人说。

我省多部门首次联合举办市场主体廉洁从业教育专题班，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源头”发力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陈言锦）海南环岛旅游公路

“讲好生态故事，打造传世之作，争创
国家优质工程奖项”活动启动仪式7
月4日在海口举行。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环岛旅游公
路建设，要求将环岛旅游公路打造成
海南岛的传世之作、海南人民的传家
宝、海南全域旅游的标志性项目、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的新动能、海南自由贸
易港新形象的展示窗口。

今年上半年，环岛旅游公路项目
累计完成投资15.09亿元，超额完成上
半年14亿元投资目标；累计完成投资
76.2亿元，占预算总投资143.9亿元的
52.9%，超时序完成投资过半目标。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路基土石方施
工85%，涵洞、桥梁桩基91%、路面级
配碎石40公里，计划今年9月底全线
开始路面摊铺，今年底全线路基基本
成型；确保“2023年6月底前，环岛旅
游公路基本建成分段通车；12月底

前，项目大桥建成全线通车”。
活动强调要重点讲好环岛旅游公

路故事，打造公路绿色生态、人与自然
融洽的传世之作，体现新发展理念及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项目要严之又严
地进行环水保管理，组织专家对环水
保措施进一步提升优化完善，通过水
体保护、两栖类和爬行类保护、鸟类保
护、红树林保护、海防林保护等措施的
提升，真正做到生态融合。

同时，项目要按照建设环境保护

要求，强化技术创新，不断探索环岛旅
游公路生态环保新技术、新模式、新亮
点；积极挖掘打造生态融合题材，讲好
生态环境保护新故事；重视生态景观
融合示范段建设，落实“一段一风景、
一段一风情、一段一故事”，高标准高
质量推进，每个工区近期要至少打造
3至5个精品段。

据了解，环岛旅游公路项目下半
年计划完成26亿元的投资目标，加快
解决征地拆迁、三电迁改、水管气管等

问题；加快桥梁上下部结构、路面水稳
层、防排水工程等实体工程的施工进
度；加快路基路床交验进度和路面材
料的备料工作。

海南交控董事长黄兴海说，将把
生态优先的理念，体现在环岛旅游公
路项目建设的各个环节；深入梳理挖
掘在项目建设各环节好的做法和温暖
故事，传播生态环保理念，打造海南岛
的传世之作，展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新形象。

环岛旅游公路项目上半年完成投资超15亿元，生态优先理念融入各个建设环节

探索环保新模式 讲好生态新故事

全省“能力提升建设年”暨深化拓展
“查破促”活动办工作人员会议召开

确保活动和工作
两促进两提升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刘操）7月4日，全
省“能力提升建设年”暨深化拓展“查破促”活动办
（以下简称省活动办）工作人员会议在海口召开。
会议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进一步推动活动走
深走实。

会议指出，省活动办以及各活动单位要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贯彻落实全
省“查破促”活动第四次推进会精神上来，为活动
行稳致远统一步调、打好基础。要端正学习态度，
强化问题意识，培养解题思维，通过这次培训交
流，强化责任担当，形成奋楫逐浪、百舸争流的比
学赶超浓厚氛围。

会议强调，要形成工作合力，以更实的举
措、更大的力度推动活动上新台阶。各活动单
位要充分发挥党委（党组）牵头抓总作用，扛起
活动的主体责任，对年初确定的活动任务进行
认真梳理，及时制定改进措施，补上短板；省活
动办各工作组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全省培训、
练兵、比武活动的系统性指导，及时纠偏。要加
强干部能力建设，增强活动与业务工作的黏性，
注意发挥好每名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确保活
动和工作两促进、两提升；要加强统筹协调，做
到机制联合、措施整合、力量融合，确保活动取
得新进展、迈上新台阶；要突出问题导向，深入
基层一线多听多看，了解实情，并及时发布活动
的正反面典型案例；要持续深化“查破促”活
动，把工作重心放在“破”上，针对企业投诉的
营商环境问题、牵涉面广的复杂问题、事关长远
的系统问题，整合资源、强化措施，在解决堵点
的同时，以点带面建章立制，补齐干部知识弱
项、能力短板和经验盲区。

2022年全省“钱粮双丰收”粮食生产
推进会在三亚举行

推进全省粮食面积
和产量任务目标完成

本报三亚 7月 4日电（记者李艳玫）7 月 4
日，2022年全省“钱粮双丰收”粮食生产推进会
在三亚举行，总结粮食生产经验做法，压实粮食
生产责任，推进全省粮食面积和产量任务目标
完成。

在三亚市崖州区（坝头）南繁公共试验基地，
与会嘉宾实地了解三亚市“育种＋水稻＋绿肥”“瓜
菜＋制种＋绿肥”“瓜菜＋水稻＋绿肥（水稻）”“瓜
菜＋瓜菜＋水稻（绿肥）”农业轮作模式。该模式有
力推动粮食稳产、农民增收、科研保障三不误。

三亚市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市大力
推广“十万亩菜 十万亩粮”轮作，打造万亩制种、
万亩高产稻、千亩优质稻等一批示范基地，进一步
优化三亚农业种植结构，努力实现粮食增产提质、
耕地持续改良，让百姓实现钱粮双丰收。

在座谈会上，琼海市作了撂荒地复耕经验发
言，儋州市、文昌市、万宁市分别进行了撂荒地复
耕表态发言。琼海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该市分类指导有序推进撂荒地利用，制定统筹
利用撂荒地具体措施，因地制宜选择复耕复种的
农作物品种和技术模式，对基本农田撂荒地做到
应种尽种，扩大粮食播种面积。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厅正
在完善相关政策和机制，细化全省耕地“非粮
化”专项整治任务目标，各市县将按照既定的基
本农田种植槟榔专项整治、高标准农田项目区

“非粮化”整治和撂荒地复耕种植粮食三大专项
整治行动要求，全力推进各项工作；推广三亚和
琼海经验，统筹考虑“粮食安全和高效农业发
展”，结合实际，按照“一地一策”细化耕地“非粮
化”整治方案。

◀上接A01版
各巡视组组长强调，巡视组将

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精准落
实政治巡视要求，围绕“四个落
实”，深入查找政治偏差，重点监
督检查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和党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
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新时代
党的组织路线以及巡视、审计等
监督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加
大推动立行立改的力度，发挥政
治监督导向作用。

被巡视市县、单位党组织主要
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自觉接
受巡视监督，全力配合巡视组高质
高效完成好此次巡视任务。坚持

立行立改，着力推动问题整改落
实，把巡视成果转化为深化改革开
放、加快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实际成
效，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据悉，本次巡视为期 3 个月左

右，巡视期间设专门值班电话、邮政
信箱、联系信箱接收来电来信来访。
巡视组主要受理关于违反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
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
映。

八届省委第一轮巡视进驻完毕

八届省委第一轮巡视进驻一览表
组别

省委第一巡视组

省委第二巡视组

省委第三巡视组

省委第四巡视组

省委第五巡视组

省委第六巡视组

省委第七巡视组

省委第八巡视组

省委第九巡视组

备注：巡视组受理关于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党组、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省财政厅党组、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党组的信访截止时间为9月10日，受理

关于琼海市、乐东黎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党组、海南大学党委、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党委、省人民医院党委的信访截止时间为9月20日。

组长
张作荣

陈长林

张应端

于 沆

张震华

马 飞

苟守吉

伍学云

常世界

被巡视市县、单位党组织
乐东黎族自治县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党组

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党组

白沙黎族自治县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

琼海市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党组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

省财政厅党组

省人民医院党委

海南大学党委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党委

值班电话8:00-18:00
0898-85527198

0898-68510957

0898-66510039

0898-27725051

0898-66513002

0898-66513002

0898-62912355

0898-65811531

0898-65879197

0898-66513009

0898-68657162

0898-66290861

0898-88657873

邮政信箱
海南省乐东县A005号邮政信箱

海南省海口市A100号邮政信箱

海南省海口市A103号邮政信箱

海南省白沙县A003号邮政信箱

海南省海口市A099号邮政信箱

海南省海口市A098号邮政信箱

海南省琼海市A009号邮政信箱

海南省海口市A106号邮政信箱

海南省海口市A105号邮政信箱

海南省海口市A101号邮政信箱

海南省海口市A102号邮政信箱

海南省海口市A104号邮政信箱

海南省三亚市A082号邮政信箱

◀上接A01版
实际投入资金3.2亿美元；今年1月至5月琼台两
地货物进出口总额10.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7.92%。随着琼台经济合作不断深入，广大台商
台胞对海南自贸港建设表现出极大关注，医疗健
康、农产品深加工、游艇制造、现代渔业等多个重
点项目先后落地，三年多来，海南全省新增台资企
业302家，同时琼台两地货物贸易往来保持持续
增长势头。

进一步与台湾同胞分享
海南自贸港发展机遇

◀上接A01版
融入奋斗者号、南繁硅谷、博鳌论坛、航天航空等
元素，激励参与研学的青少年扬帆远航。

“生态雨林”科考研学之旅的时间为3天2
晚，包括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海南兴隆热带植
物园、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南湾猴岛、呀诺达热
带雨林文化旅游区、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该
路线旨在让游客与热带野生动植物来一次亲密接
触，感受雨林生态文化，全方位引导青少年亲近自
然、拥抱自然、体验自然，从小树立生态环保的生
活理念。

省旅文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十大研学旅游路
线都突出一体化特征，将环保、风景、历史、文化和
美食等有机结合，促动游客在学中玩、玩中学，从
而寓教于乐。

我省推出十大
研学旅游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