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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省政府召开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

沈晓明主持并讲话
会议审议表决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送审稿）
》等 3 个报告，总结了 2017 年政
府工作，并对春节前后工作进行了部署
南国都市报 1 月 11 日讯（记者 黄婷）今
天下午，六届省政府召开第七次全体 （扩
大）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 《政府工作报
告 （送审稿）》《关于海南省 2017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8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送审
稿）》《关于 2017 年海南省和省本级预算
执行情况及 2018 年海南省和省本级预算草
案的报告 （送审稿）》，决定将上述报告提
交即将召开的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省长沈晓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副省

长李国梁、王路、何西庆、刘平治，省政
府秘书长陆志远，以及省政府全体会议组
成人员出席会议。会议应到 29 人，实到
29 人，符合规定人数。
沈晓明在全面总结 2017 年政府工作时
指出，过去一年各市县各部门共同努力，
推进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主要经济指标任
务完成，经济质量提升，各市县各部门成
绩突出、亮点纷呈。一是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二是坚
持在国内和国际全局中找准海南定位，重
点谋划推进了“多规合一”等既管当前、

又利长远的改革开放工作；三是落实新发
展理念，着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
益；四是以十二个重点产业为抓手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五是下决心减少经济对
房地产的依赖；六是精心呵护海南的生态
环境；七是努力办好民生社会事业。
沈晓明对近期特别是春节前后工作进
行了部署。他强调，各市县各部门要围绕
群众所思所盼，区分轻重缓急，扎实抓好
各项工作。一要做好春节黄金周的备战工
作，提前考虑春节前后的市场消费需求，
加强货源供应，要维护好旅游市场秩序，

“感动海南”2017 十大年度人物颁奖典礼
扎实推进党对
全省外事侨务工
作领导体制改革
(上接 02 版)各项改革牵头单位
和牵头领导要负起责任，从顶层
设计入手，根据本领 域 工 作 的
实际需要，发现存在的问题，
明确改革方向，有针对性地研
究部署改革措施，改革一项管
用一项，把中央深改组的要求落
到实处。
近年来海南积极服务国家总
体外交，博鳌亚洲论坛等重大活
动影响力日益提升，外 事 侨 务
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刘赐贵
指出，随着战略地位凸显，海
南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的责任越
来越大。各级党委都要高度重
视外事侨务工作，以强烈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切实加强党对
这项工作的领导，更好承担起
应有的责任担当。
刘赐贵强调，外事侨务工作
涉及方方面面，要切实加强统筹
协调，充分调动各方参与的积极
性，进一步细化实施意见，并转
化为具体行动。要在坚决维护国
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基础
上，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进一步增加空
中和海上航线，积极促进经贸交
流，深化产业互利合作，密切人
文交往，做好友城工作，打造泛
南海经济合作圈，把南海建设成
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
海。外事侨务部门要发挥协调指
导作用，加强学习、提升本领，
精心设计每次外事侨务活动，打
好“组合拳”、唱响“海南歌”，
讲好中国故事、做好海南文章，
在综合宣传推介海南上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效。
省领导沈晓明、于迅、李
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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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路、何西
庆、刘平治出席会议。

调整至 16 日晚举行

读者门票预约火爆 首日即被抢光
南国都市报 1 月 11 日讯（记者 黄婷 实
习生 陈林燕）
“感动海南人物评选是一年一
度的盛事，必须要关注。”
“我想预约两张，还
有票吗？”
“ 到时一定带孩子去现场。”
“ 海航
公益·感动海南”2017 十大年度人物颁奖盛
典在即，读者门票预约首日异常火爆。截至
11 日下午，所有读者票均已被预约。
特别提醒的是，颁奖盛典时间由 1 月 17
日晚改为 16 日晚。请大家注意时间变动，
提前安排好行程。
“我是感动海南人物的铁杆粉，想要预
约两张票。”11 日上午 8 点 30 分，活动预约
门票热线刚一开通，热心读者黄翔便致电抢
票。黄翔告诉记者，他十多年前从老家安徽
来海口定居。
“海南不仅气候温暖，民风也淳

朴，让人感觉很温暖。感动海南人物评选传
递了海南人的真善美。”黄翔说，多年来，他
一直关注南国都市报感动人物的报道，去年
也曾抢票前往颁奖典礼现场接受精神的洗
礼。11 日早上，在报纸上看到抢票的信息
后，他又毫不犹豫地拿起电话，想再次到现
场感受温暖。
“ 我爸爸也是感动海南人物的
粉丝，到时跟他一起去。”
黄翔说。
海南省农垦老干部服务中心龙华干休
所的陈晓清 11 日一口气抢了 20 张门票。
“早
上到单位，同事们看到报道后都说想去现场
感受下模范的力量，大家就商量着一起去。”
陈晓清说，
“ 感动海南人物的报道关注到各
行各业的先进典型，记者们采访深入，事迹
感人，我们深受鼓舞。
”

对欺客宰客等砸海南旅游“招牌”的行为
从严从重从快处理，让每一位经营者都意
识到这是一条不能碰的红线。二要关心困
难群众生活，开展好节前走基层、送温暖
活动，切忌搞形式、走过场，注重实效，
真正把好事办好。三要提高警惕、强化措
施、层层传达压力，抓好安全生产。四要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
五要服务保障好省两会。
各市县政府、部分垂直双管单位、有
关金融机构、有关企业和有关媒体负责人
列席会议。

◆ 领 票 时 间、地 点 另 行 通 知。
请关注南国都市报后续相关报道。
◆“海航公益·感动海南”2017
十大年度人物颁奖盛典16日（周二）
晚20：
00在省歌舞剧院举行。
当天19时开始进场，19：45停
止入场，1.2米以下儿童谢绝入场。

2017 年，南国都市报先后推出了 40 个
“感动海南”年度人物候选人（集体）。
2017 年 11 月 13 日至 12 月 15 日，评选
活动进行了公众投票。据统计，40 位候选
人物累计收到投票 2，517，432 票，其中，报
纸投票 1，704，670 票，
“感动海南”客户端投
票 156，240 票，微信投票 656，522 票。根据
规则，最终评选结果公众投票占比 40%，专
家评委意见占比 60%。
2017 年 12 月 19 日，由省委宣传部、人
民日报社海南分社、海南师范大学、海南日
报报业集团等单位人员组成的评选委员会，
在公众投票的基础上，按评选标准，认真评
选出“感动海南”2017 十大年度人物。获奖
名单将在颁奖典礼上公布。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十九大精神在基层

万米载人深潜的技术担当

中科院深海所青年团队
工匠精神融入工作每个细节
南国都市报1月9日讯（记者谭琦 文/图）
一辆大货车拉着20多吨的载人潜水器从三
亚南山港出发，运到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
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深海所”
），潜水器刚
送到车间，深海所深海工程技术部的技术人
员就围了上去，开始了检修的工作。
在载人深潜项目2年多的时间里，深海
所这群平均年龄30岁的青年团队是绝对的
技术担当。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工匠精
神”
,被深海所一线科研人员融入工作中的
每个细节。

700多个高精度零件
他们逐一拆装检修
“深海勇士”是一台能潜入海底4500米
级的载人潜水器，在3个月的海试期间，它成

功下潜28次，获取了29种39只的海底生物
样品。经过一阶段的海试，它被送往深海所
进行检修，
“ 潜水器有多达300种零件类型，
700多个零件，整个拆装检修的过程都由我
们7个人完成。”技术人员叶廷英说，潜水器
检修的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大家都会互相帮
忙。潜水器刚刚进行拆装的时候，有些螺丝
不太好拧，大家一起想办法，潜水器刚从车
上搬到车间时，
大家也齐心协力地一起搬。

发挥“螺丝钉”精神
为万米深潜护航
“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难题，
可能几天都不回家，要想尽办法解决困难。”
叶廷英说，深海所里的科研人员都有一股
“螺丝钉”的精神，遇到困难就一定要解决，

深海所的工作人员正在对设备进行检测。
绝不轻易罢休。
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在每一个深海
所的一线科研工作人员身上都有体现。一
个设备每次都要反复测试3次以上，在实验
室一呆就是好几天，跟着“探索一号”科考船
出海探索，连续十几个小时修复可靠设备，
没有一丝马虎。
“ 工匠精神要求每一位从业
者都要加大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那种热爱、
专注和创新，将技能转化为企业的生产力。”
叶廷英说，每一次的科研都在为推动海洋强
国梦而努力，每一名科研人员都像一颗“螺
丝钉”
，确保科研设备所有零部件安全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