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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掀起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袁宇）
11月7日，全国人大财经委调研组来琼
开展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大工程项目建
设专题调研并在海口召开座谈会。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党中央着
眼共建“一带一路”、构建新发展格局
作出的战略部署。西部陆海新通道北
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贯通
南北、联通陆海，对于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已形成西
部12省区市和海南省、广东省湛江市、
湖南省怀化市的“13+2”合作机制，成
为推动沿线省区市联动发展的重要载
体。近年来，海南立足自身区位和资
源禀赋，以洋浦港为基础，积极融入西

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打造通道的国际
航运枢纽。目前，洋浦港区正加快建
设物流及港航基础设施，运输便利化
政策效果凸显，港航业保持快速增长。

调研组听取了我省有关情况汇
报，对我省有力有序推进西部陆海新
通道建设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调研组指出，海南是西部陆海新通道

最南端的关键节点，要用好自贸港政
策优势，加快推进洋浦港建设；发挥水
水转运优势，进一步拓展跨海、跨洋运
输通道，提升远洋航运竞争力；加强区
域间协作配合、资源整合，更好发挥市
场主体作用，在形成跨地区、跨运输方
式、跨供应链领域的组合形式上下功
夫，打造沿海与内陆、港口与铁路、物

流与园区融合发展的新型平台及企
业，避免同质化竞争。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主任
委员徐绍史，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
员陈武、刘新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财经委委员吕薇，省委常委、常务副省
长沈丹阳参加座谈会。省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军主持会议。

全国人大财经委调研组来琼开展西部陆海新通道
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专题调研并在海口召开座谈会

徐绍史陈武参加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

刘雪羽 方欣）11月7日，省纪委监委在海口召开
全省纪检监察系统表彰大会，对全省纪检监察系
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嘉奖人员和优秀纪法文
书获奖代表进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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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五年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
败斗争实践中，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
察干部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充分展现了从
严从实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所取得的显著成
效。要在新的起点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进一步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上
来，努力开创清廉自贸港建设新局面。

会议强调，要以此次树典型、学先进为契机，进
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纪检监察干部
队伍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可亲可
信可敬的纪检监察铁军。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
凝心铸魂，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切实把“两个确立”转化为做到“两个维护”的实
际行动，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坚守党性原则、坚
持真理公理，坚决同歪风邪气和腐败现象斗争到底，
做勇于担当的铁军战士。增强学习紧迫感，提高政
治能力和专业化水平，做本领高强的行家里手。牢
固树立令行禁止的纪律观念，做纪法严明的先锋模
范。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带头遵规守纪，做廉洁奉
公的榜样示范。

省纪委监委召开全省纪检监察系统
表彰大会

树典型学先进
开创清廉自贸港建设新局面

本报海口11月 7日讯 （记者陈奕霖 通讯
员张延鹏）11月7日晚，2022年（第三届）海南省
直机关“椰树杯”党建创新引领工作创优大赛成
果展在海口举办。17家获奖单位参加成果展示，
内容涵盖疫情防控、营商环境、生态保护、六水
共治、招商引才等多个方面，充分展示了省直机
关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为自贸港建设贡献力
量的经验成果。

据了解，2022年（第三届）海南省直机关“椰树
杯”党建创新引领工作创优大赛以党建引领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为主线，重点围绕建设良好的政治生
态、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制度集成创新等方
面，集中展现了省直机关和中央驻琼单位各级党组
织在建设清廉自贸港、推动自贸港政策落实落地见
效、营商环境优化、疫情常态化防控和乡村振兴等工
作中取得的新成效。大赛自启动以来，共收到92个
单位报送的128个案例，通过初步筛选、专家评审、
重点复核、大赛领导小组会议审议等环节，从党建创
新、工作创优、服务创效三个方面进行全面评价，共
选出50个优秀案例，其中一等奖4个，二等奖8个，
三等奖19个，优秀奖19个。

下一步，省委直属机关工委还将发挥本次大
赛典型示范和引领带动作用，推动省直机关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上走在前、作表率。

2022年省直机关“椰树杯”党建创新
引领工作创优大赛成果展举办

推动党建与业务
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左
国辉）11月7日，“启航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2022
年割胶技能大比武总决赛在海口举行，百名割胶

“神刀手”同台竞技，展示精湛的割胶技巧。
赛前，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旗下25个基地分公司范围内开展选拔，近万名
胶工、基层一线生产管理人员参与初赛，其中约
1400人进入预赛，最终60名胶工和40名基层一
线生产管理人员脱颖而出，在此次大比武总决赛
现场同台竞技。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割胶是一项技
术性很强的工作，割胶工人的手、眼、脚必须相互
配合协调到位。比赛十分注重考察选手日常的割
胶应用技能，裁判员将从选手的割面均匀平滑程
度、起刀及落刀深浅程度等方面逐一考量并打
分。在比赛现场，各选手从阳刀顺割、阳刀倒割、
阴刀使用等多方面展现了娴熟的割胶技巧。

此次比赛由海南省农林水利交通建设工会主
办、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协办、海南
橡胶工会承办，旨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落实省委“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部署，以赛为媒，
为割胶人才提供交流竞技平台，进一步加强橡胶
产业队伍建设。

2022年割胶技能大比武总决赛
在海口开赛

进一步加强
橡胶产业队伍建设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曹柳）海南日报记者11
月7日从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获悉，
为了稳定红树林的生态系统功能，海
口江东新区计划启动海南东寨港（三
江湾）生态修复项目建设。这将是该
园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又
一举措。

据介绍，海南东寨港（三江湾）
生态修复项目为新建工程，位于海
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塔市、
道学、三江湾片区。项目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红树林（幼年林）抚育、退

养还滩、红树林种植、鸟类生境改
善、水生动物生境改善、椰林生境改
善、湿地保护基础设施和科研监测
等，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该项目
计划修复红树林2815亩，新造红树
林约 1600 亩，清退鱼塘面积 2680
亩。

东寨港红树林生态系统典型，生
物多样性丰富，是西伯利亚—澳大利
西亚候鸟迁徙路线的重要停歇地。
同时，也是黄嘴白鹭、黑脸琵鹭等珍
稀濒危候鸟的重要越冬栖息地，生态
地位十分重要。近年来，海南东寨港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开展红树林
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目前，这里拥有
红树植物 20 科 36 种，占全国的
97%，是我国目前红树林中连片面积
最大、树种最多、林分质量最好、生物
多样性最丰富的自然保护区。

“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是江东
新区生态功能区的核心部分，实施
东寨港（三江湾）生态修复项目既能
进一步修复保护红树林，也能加快
推进江东新区生态功能区的建设。”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推进项目
建设。

据了解，项目实施后，将扩大红
树林面积，改善红树林生态系统结构
与功能，遏制红树林生态功能退化，
保护东寨港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完
整性与生物多样性安全，并为国际候
鸟迁徙提供良好的停歇、越冬栖息地
和食物补给，提高中国保护湿地及其
物种多样性的国际声誉。同时，进一
步发挥红树林提高防风消浪、促淤保

滩、固岸护堤、防灾减灾、净化环境等
功能，有效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再
者，进一步展示红树林的美学文化价
值，为与社区合作开展以红树林为依
托的生态旅游项目搭建良好的平台，
推进江东新区新农村建设步伐，构建
海南红树林生态旅游精品工程形象，
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目前，该项目已经完成初步设计
及概算批复，计划于今年年底开工建
设，2025年年底竣工。下一步，江东
新区管理局将抓紧完成项目前期工
作，推动项目按计划节点开工建设。

海南东寨港（三江湾）生态修复项目即将开工，计划投资2亿元，修复红树林2815亩

改善红树林生态系统 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本报万城11月7日电（记者张
惠宁 通讯员李顺妃）“突破了！停了
快两年的项目，终于完成了清表。”近
日，万宁市万城镇以“三联”网格化机
制破解了连接万城镇和东澳镇的加
神公路加宽项目的清表堵点，推动加
神公路加宽项目加快建设。

日前，万城镇在滨湖社区加神
公路项目工地召开了加神公路加宽
项目清表工作推进会，要求滨湖社
区即时启动“三联”网格化工作机
制，由驻点的镇干部联系社区“三

委”干部、社区“三委”干部联系党
员、党员联系群众，层层压实责任，
一起攻坚克难。

加神公路加宽项目是万宁市重
点项目之一，该项目的清表工作由于
历史遗留问题较为复杂，导致项目清
表工作启动至今近两年一直没有完
成。工作推进会结束后，万城镇征地
工作组和滨湖社区结合“三联”网格
化工作机制要求，引导党员亮身份、
作表率，主动报备自家青苗情况，积
极配合社区安排，进村入户开展政策

宣传、疑问解答等相关工作，畅通与
群众沟通的渠道。滨湖社区党支部
还组织全体党员参加了一次特殊的
主题党日活动，社区党员佩戴党徽、
身着“红马甲”，参与加神公路加宽项
目集中清表工作。

“党员带头清理自家的青苗和地
面的附属物，同时动员自家的亲戚、
邻居及其所联系的群众按照规定配
合清理青苗和地面附属物，有力推动
了工作开展。”滨湖社区党支部书记
吴平海介绍，仅用3天，停滞许久的

加神公路加宽项目的清表工作就攻
坚完成。

在“三联”网格化机制下，万城镇
还将村（社区）内党建、综治、民政等
各类网格整合成“一张网”，根据实际
情况划分网格，每个网格设立一个党
小组，由村（社区、农场）“三委”干部
担任网格长，形成党建引领、党组织
牵头、网格抓落实的基层治理新模
式。目前万城镇已划分网格190个，
覆盖全镇4.79万户。

据了解，万城镇全面推动党的二

十大精神落地生根，坚持把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各项工作紧密结
合起来，以党的二十大精神统领工作
全局，强化党建引领，充分利用“三
联”网格化工作机制，解决了一批难
题，推动了项目建设。近日，万城镇
反走私综合执法站（乌场站）项目顺
利开工；万宁市综合大市场完成清表
38亩，万润名苑（二期）安居房项目
完成清表10亩、“展兴万城居”安居
房项目完成清表40亩……目前各项
目正在有序推进。

万宁万城镇坚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各项工作紧密结合

“三联”网格化机制推动项目“动起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见行动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2022年11月6日12时—11月7日11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6

8

6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10

16

10
发布单位：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上接A01版
其中，政府投资 117.5 亿元，占比
44%，社会投资 151.3 亿元，占比
56%，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招商引资加码
积蓄发展新动能

8月底，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以下
简称美兰机场）国际货站顺利完成跨
境电商“9610”出口首单业务，由海南
航空787-900机型执飞的HU787客

改货国际货运包机航班从美兰机场起
航，直飞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近年
来，江东新区以跨境电商促进临空经
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已引进跨境电商
企业32家。

“临空经济区是江东新区‘一港双
心四组团’中的‘大空港’引擎，重点以
航空客货运、航空维修、跨境电商产业
为主，仓储物流、航空租赁、通用航空

（含公务机）等产业为辅。”海口江东新
区管理局空港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临空经济区已累计招引中州等47家行
业龙头企业落地；金鹿公务等公务机头
部企业集聚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发展；顺
丰等7家仓储物流企业签约落地；完成
中航国际等9家融资租赁公司的招引，
部分产业已初现集聚发展雏形。

总部经济区是江东新区先期启动

建设的核心区域，目前已吸引重点企
业67家，共投资建设项目28个，19个
项目已开工，海南能源交易大厦、海口
金融中心两个总部大楼已投入使用；
大唐、国投、中银、玖龙、鸿宝、海南银
行等6个项目已实现封顶，正在按建
设时序稳步推进。

“在产业方面，海口江东新区聚焦
总部经济区和临空经济区，目前已通

过招商引入重点企业228家，其中世
界500强企业38家。”海口江东新区
管理局产业招商部负责人介绍。

目前，江东新区聚焦“4+X”产业
发展方向，在临空经济、新金融、消费
精品、数字智慧及出口型、外向型产业
领域取得一系列亮眼成绩，各项指标
保持快速增长势头。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

重点项目“竞速跑”招商引资“稳步增”

一线直击

复兴城国际数字港项目已
完成建筑外立面幕墙、门窗和涂
料等施工，室内精装修完成
50%，机电安装工程完成90%，
园林景观施工完成35%，预计
明年春节前全面完工。这是11
月7日拍摄的项目外景图。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复兴城国际数字港
雏形初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