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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赐贵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海南分会场强调

深入学习全面贯彻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沈晓明于迅李军出席

南国都市报 1 月 11 日讯 （记者 黄婷）
今天上午，省四套班子领导在海南分会场
收听收看了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纪
委二次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省委书记刘
赐贵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理解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十九届中
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各级领导干部率先
垂范、以身作则，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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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结
合岗位实际坚定履职尽责，以问题为导向
强化全面从严治党，坚守政治纪律、政治

规矩和廉洁自律的底线，建设一支忠诚、
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营造风清气正、
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
刘赐贵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
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用大量
实例说明了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释放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
路上的强烈信号，内涵博大精深、丰富深
刻，针对性和指导性非常强。我们一定要
全面理解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丰富内
涵，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在思想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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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海南实际和各自工
作岗位的实际，认真履好职、尽好责，把
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海南贯彻落实好。
刘赐贵指出，贯彻好中央纪委二次全
会精神，当前尤其要开好各级党委 （党
组） 民主生活会。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
的思想武器，以问题为导向，认真查摆问
题，深挖问题根源，采取严格措施整改，
以全覆盖、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惩治腐败，
加强教育防范，树立起党组织在群众中的
威信。
刘赐贵要求，各级党委 （党组） 主要

负责同志特别是省委常委要率先垂范、以
身作则、以上率下，从严要求自己；认真
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敢抓敢管，做到
“心底无私天地宽”，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
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
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省政协主席
于迅，
省委副书记李军，
省委常委毛超峰、王
瑞连、张琦、胡光辉、肖莺子、肖杰、严朝君、
张韵声、陈守民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省纪
委书记蓝佛安在北京主会场参会。省人大、
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省高院、省
检察院负责人参加会议。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要求

扎实推进党对全省外事侨务工作领导体制改革
沈晓明于迅李军出席

南国都市报 1 月 11 日讯（记者 黄婷）今
天下午，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组长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会议，
要求扎实推进党对全省外

事侨务工作领导体制改革，主动作为，加大
对外开放力度，用不断深化与周边国家和地
区交流合作的具体行动履行好服务国家外
交大局的责任担当。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深改组《关于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将改革推向
深入的工作意见》，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
加强党对全省外事侨务工作领导体制改革

的实施意见》。
刘赐贵要求，
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深改组
工作意见的要求，务必以问题为导向将各项
改革坚定不移地推向深入。(下转 03 版)

靠 14 元每月助学金读完大学 许家印致富思源 110 亿扶贫
近日，笔者从贵州省扶贫基金会获
悉，1 月 9 日，该基金会收到恒大集团捐
赠的 20 亿元扶贫资金，用于结对帮扶毕节
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据悉，恒大集团
计划无偿投入 110 亿元帮扶毕节市 100 多
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目前已累计捐赠到
位 60 亿元。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恒大集团为何愿
意花如此大的投入助力扶贫工作呢？近
日，一则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的讲
话视频道出了其中的原委，也在网上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视频主要内容为许家印于
2017 年 5 月 14 日，在恒大集团帮扶乌蒙
山区扶贫干部出征壮行大会上的发言。
视频中，许家印首度披露了童年的贫
寒以及成长的经历，表示 1 岁 3 个月的时
候，母亲没钱看病去世，自己就成了半个
孤儿。从小吃地瓜、地瓜面长大的，穿
的、盖的都是补丁摞补丁。小时候还吃过
长毛的黑窝头，洗一洗继续吃。后来努力
考上了大学，但没有钱读书，也没有钱吃
饭，靠国家每个月 14 块的助学金读完了大
学。
正是少时的贫寒经历，激发了许家印
要感恩国家、回馈社会的决心，积极投身
到脱贫攻坚中。“没有国家的恢复高考政
策，我还在农村；没有国家的 14 块的助学
金，我也读不完大学；没有国家的改革开
放政策，恒大也没有今天”，许家印感慨
道恒大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国家给的，
社会给的。讲到自己在乌蒙山区亲眼看到
贫困群众的贫苦现状，动情处许家印还数
度哽咽。“我们帮扶毕节市，这是我们回
报社会最好的平台，也是我们回报社会最
好的机会。”许家印表示。
据悉，在人民群众的鼓励支持下，
恒大集团从 2015 年 12 月开始结对帮扶贵

恒大结对帮扶大方签约仪式现场
州 省 毕 节 市 大 方 县 ， 三 年 无 偿 投 入 30
亿，通过产业扶贫、搬迁扶贫、教育扶
贫、就业扶贫和保障扶贫等一揽子综合
措施，确保到 2018 年底大方县 18 万贫困
人口稳定脱贫。2017 年 5 月，恒大集团
再无偿投入 80 亿，累计投入 110 亿，又
进一步承担了毕节市其他 6 县 3 区的帮扶
工作，到 2020 年帮扶毕节 100 多万贫困
人口稳定脱贫。
在产业扶贫方面，恒大集团目前已经
为大方捐建了 190 多个肉牛养殖基地、20
多个蔬菜育苗中心、8300 多栋蔬菜大棚、
9 万多亩蔬菜大田基地、8 万多亩中药材及
经果林基地。同时，引进了 43 家上下游龙
头企业。为大方捐建的 50 个新农村、11
所小学、13 所幼儿园、1 个奢香古镇，还
有完全中学、职业技术学院、慈善医院、
敬老院、儿童福利院等 103 个重点扶贫项
目。
易地搬迁扶贫要实现搬得出、稳得
住、能脱贫、能致富的目标，必须依托产

业带动。针对住在深山老林里面，路不
通、水不通、电不通，房子不遮风、不挡
雨的贫困群体，必须实施易地搬迁扶贫。
恒大集团结合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
建设带产业依托的新农村。
目前，50 个恒大新村已建成并交付，
共安置 2500 户 10000 人,县城扶贫安置区
——奢香古镇已竣工交付，安置 1000 户
4000 人。
恒大集团建设的新农村，配备了家私
家电等基本生活用品，实现贫困户拎包入
住，每户配建 2 栋蔬菜大棚，同时配备肉
牛养殖、乡村旅游等作为“第二产业”，
民族小镇配建商业街，同时就近配建农牧
基地，确保贫困户“能脱贫、稳得住”
。
发展教育扶贫，是拔除穷根的关键。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恒大集团通过
建学校、强师资、设基金，全方位补足当
地教育资源缺口。已建成 11 所小学、13
所幼儿园、1 所完全中学和 1 所职业技术
学院，并全部投入使用。另外，与清华大

学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目前远程教学
平台已投入使用，已培训 550 名教师及管
理干部。设立的恒大大方教育奖励基金，
已 奖 励 资 助 400 名 偏 远 山 区 优 秀 教 师 、
600 名贫困家庭优秀学生。
吸纳就业扶贫，是见效较快的脱贫方
式。针对贫困家庭实际情况，恒大集团组
织职业技能培训，吸纳贫困家庭劳动力到
恒大集团及战略合作企业就业。目前已培
训 19835 人，已吸纳就业 15959 人，就业
人员年人均工资 4.2 万元。
创业扶贫，是脱贫致富有效的路径之
一。为鼓励支持贫困户创业，激发脱贫致
富的内生动力，恒大集团设立了 3 亿元的
“恒大大方贫困家庭创业基金”，三年内分
期分批，以贴息和奖补等形式鼓励贫困家
庭创业，帮助 3 万人脱贫致富。目前，已
扶持创业户 13302 户。
慈善事业，是脱贫攻坚必不可少的组
成部分。援建的 1 所慈善医院、1 所养老
院、1 所儿童福利院已竣工交付。设立了 2
亿元的“恒大大方慈善基金”，为孤寡老
人养老就医、困境儿童生活学习和贫困家
庭就医提供补助。另外，为 14140 名特困
人群每人购买一份固定收益的商业保险，
补足当地低保标准与脱贫标准之间的差
额，实现直接脱贫。同时，组织恒大集团
员工“一助一”帮扶全县农村留守儿童、
困境儿童和孤儿 4993 人。
讲话最后，许家印对扶贫团队作出高
要求，“要和当地干部群众并肩作战、精
准作战，要大干苦干实干，要深入基层、
工作到村、包干到户、责任到人。
”
同时，许家印还代表恒大集团对毕节
市 100 多万贫困群众作出庄严承诺：“不
脱贫，不收兵！”
（谢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