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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督查组
在琼召开脱贫攻坚督查反馈会
刘赐贵讲话 沈晓明主持 李军出席
甄忠义反馈督查情况

南国都市报 7 月 16 日讯（记者 黄婷）7
月 11 日至 16 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第 15 督查组对我省脱贫攻坚工作进行了
实地督查。今天下午，督查组在海口召开
督查反馈会，督查组副组长、中国铁路总
公司党组副书记甄忠义反馈督查情况。省
委书记、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刘赐贵
表示，海南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脱贫
攻坚重要思想统揽我省扶贫工作，认真对
照督查问题清单，立足长远可持续发展，
立足建立长效脱贫机制，用心用情做好脱
贫攻坚工作，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高脱贫群
众的收入水平，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
红利。
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主持会议，
省委副书记李军，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

辉，副省长何西庆，省军区领导郑少波出
席反馈会。
甄忠义代表督查组反馈了我省 2016 年
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整改落实和今年以
来脱贫攻坚政策举措落实的督查情况，充
分肯定了我省脱贫攻坚成效，特别是对海
南在党建引领、综合施策、建立长效脱贫
机制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同时指出了我
省扶贫工作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和值得注意
的问题，提出坚持精准施策、提升贫困群
众内生动力、加强扶贫一线力量等要求。
刘赐贵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督查组的
辛勤工作和给予海南脱贫攻坚工作的宝贵
指导表示感谢。他说，督查组反馈的意
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完全符合中央精
神和海南实际，对我们深入推进脱贫攻坚
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刘赐贵表示，海南将进一步深入学习
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特别是 2013
年视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
动增强“四个意识”，以习总书记扶贫开发
重要战略思想统揽我省脱贫攻坚工作，把
落实本次督查整改事项作为从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的具体行动，作为进一步改
进扶贫工作的重要抓手，把脱贫攻坚的各
项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有效，确保中央扶贫
决策部署在海南落地生根见效。
刘赐贵特别强调，对督查组指出的问
题照单全收、专题研究，定目标、定任
务、定整改时限，不折不扣整改到位。要
严格落实习总书记“五级书记抓扶贫”的
要求，一级抓一级，层层压实责任，进一

步强化各市县的主体责任和各市县委书
记、市县长的第一责任人责任，进一步
强化各定点帮扶单位的组织领导，进一
步强化脱贫攻坚第一线特别是村两委的
力量，进一步优化完善脱贫考核标准，
切实防止形式主义，不搞花拳绣腿，不
做表面文章。
刘赐贵要求，把扶贫的阶段性任务和
农村建设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继续围绕
把脱贫攻坚与美丽乡村建设、全域旅游、
“五网”基础设施建设等紧密结合，把短期
的脱贫效果与扶贫工作长效机制紧密结
合，真正形成脱贫长效机制，真正让贫困
户过上好日子。要坚持把扶贫同扶智、扶
志结合起来，树立自立自强、勤劳致富、
脱贫光荣的思想，培养“弱鸟先飞”的意
识和能力。

十集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今起开播
——充分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非凡历程

新华社北京 7 月 16 日电 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
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出台实
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方案，重要领域和关
键环节改革举措取得重大突破。为全面总
结和展示改革的进展和成就，中央组织拍
摄了十集大型政论专题片 《将改革进行到
底》。该片将从 7 月 17 日起在中央电视台
综合频道播出，并在融媒体平台同步推出。

该片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充分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整体谋划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
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
带领 13 亿中国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奋进，

扎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
该片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全景式、权威
性的梳理总结，既体现了较强的思想性和
理论深度，又讲述了人民群众身边生动的
改革故事。全片共分十集，分别为 《时代
之问》《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人民民主
新境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延续中华
文脉》《守住绿水青山》《强军之路 （上、
下）》《党的自我革新》《人民的获得感》。

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这部
政论专题片的推出，将进一步鼓舞全党
和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持改革正确
方向，保持改革定力和韧劲，继续解放
思想、勇于实践，把全面深化改革事业
不断向前推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不懈奋斗。

我省出台《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将初步建成全省防灾减灾大数据库

南 国 都 市 报 7 月 16 日 讯（记 者 王 子
遥）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我省近日正式
印发 《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
革 的 实 施 意 见》（以 下 简 称 《意 见》 ）。
《意见》 明确了我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
定位与具体要求，将着力从健全统筹协调
体制、健全属地管理体制、完善社会力量
和市场参与机制等三方面推进防灾减灾救

海南见义勇为先进分子
事迹展示
南 国 都 市 报 7 月 16 日 讯（记 者 王 燕
珍）路遇抢夺犯，他冲上前帮助被抢者一起
将人抓获，他就是海口市的一名热心出租车
司机陈建，目前入选第十三届海南省见义勇
为先进分子候选人。
2015 年 9 月 11 日 18 时许，市民洪先生
骑电动车载妻子去看病，
经过海口龙华路龙
华小学时，妻子脖子上的金项链被骑摩托车
的 2 名男子从背后抢走。由于追赶不及，洪

灾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提升我省综合减灾
能力。
《意见》提出，
在加大统筹灾害管理力度
与加强综合减灾能力建设的同时，
将结合我
省以台风灾害为主的特点，
探索建立台风灾
害高风险市县在灾情信息、救灾物资、救援
力量等方面的联动制度，
并加快推进海绵城
市建设。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强化灾害风险

防范、提升救灾物资和装备统筹保障能力，
并提出建设完善汛前风前联合检查排查整
改机制和群众转移安置机制在内的
“两个机
制”
；
建设覆盖省、市县（区）、乡镇、村四级应
急广播系统，充分利用各类信息传播渠道将
灾害预警信息发送到户到人，
有效解决信息
发布
“最后一公里”
问题。
《意见》 还指出，相关部门要建设完善

全省防灾减灾综合信息平台和决策指挥系
统，水务 （三防）、民政、海洋、气象等防
灾减灾部门和驻琼军警部队信息系统实现
互联互通和数据融合共享应用，初步形成
全省防灾减灾大数据库；要进一步健全基
层灾害信息员队伍，建立灾害信息员的保
障激励机制，充分发挥灾害信息员在防灾
减灾救灾工作中的作用。

海口一的哥勇斗持刀歹徒
入选省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候选人
先生本已认栽，但当他骑车到海口市第一中
学时遇到交通拥堵，
恰巧看到抢夺项链的两
名男子的摩托车正停在他前面。
洪先生悄悄上前把两人连车一起扑倒，
紧紧抱住其中一名男子后连声大喊“抓贼
啊！”听到洪先生的叫喊声，
一旁正在等客的
陈建迅速推门空手追了过去。
一阵追赶，陈建和洪先生终于在一个花
池处将该抢夺犯控制住，就在洪先生报警

时，该男子再次挣脱并从兜里掏出一把刀
子。陈建顾不了多想，一个箭步上前，紧紧
又抱住该男子，洪先生也立刻跑来帮忙，两
人紧紧按住该男子，直到警察赶到现场。
其实，这并不是陈建第一次在大街上勇
斗歹徒。时间再次回溯到 2008 年 1 月 18
日的海口街头，当天中午 12 时 20 分左右，
陈建驾驶出租车经过海口龙昆南路一银行
时，看见 3 名男子将一名男子打倒后，抢走

了该男子手中的皮袋，陈建立即和乘客一起
下车追赶 3 名歹徒，由于 3 名歹徒往附近小
巷子里逃窜，最后陈建很遗憾没有追上，不
过因为陈建下车及时，歹徒逃窜时来不及捡
从自己裤兜里掉出的 4 万元。虽然没有抓
到抢匪，但陈建帮受害人保住了部分财物，
他们的英勇行为受到龙华区政法委表彰。
“出租车司机作为展示海口文明的一个
窗口，
应该维护城市的安全和谐！”
陈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