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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要求

以习近平总书记脱贫攻坚重大战略思想为统揽
坚决彻底抓好脱贫攻坚领域问题的整改落实
沈晓明李军出席 毛万春列席

南国都市报 4 月 15 日讯（记者 黄婷）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
常委会（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关于扶贫成效考核
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部署下一步脱贫攻坚工作。刘赐贵要求，
要
以习总书记脱贫攻坚重大战略思想统揽我
省脱贫攻坚工作，
坚决彻底抓好脱贫攻坚领
域问题的整改落实，
把脱贫攻坚的成效作为
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
、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权威的现实检验。各级各有
关部门必须高度警醒，提高政治站位；必须
端正态度，严实抓好整改；必须严肃问责，
倒
逼真抓实干；必须精准施策，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不折不扣如期兑现向党中央、向全
省人民立下的
“军令状”。
会议传达了中办国办 《关于 2017 年省
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情况
的通报》，传达了汪洋同志、胡春华同志等

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研究我省扶贫成效
考核问题整改事宜。
会议指出，习总书记高度重视脱贫攻
坚工作，亲自挂帅出征、亲自推动落实，
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近期又
针对扶贫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充
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
以贯之抓脱贫攻坚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历
史使命感。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
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持之以恒打好打赢精准脱贫
攻坚战，并将之作为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
威的现实检验，不折不扣如期兑现向党中
央、向全省人民立下的“军令状”
。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对
照检查，深入反思和警醒，举一反三，全
面排查解决存在的问题，切实增强责任感

和紧迫感，以更加有力、更加扎实、更加
精准的举措，坚决彻底抓好整改落实，确
保习总书记和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会议要求，必须端正态度，严实抓好
整改；必须严肃问责，倒逼真抓实干；必
须精准施策，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省
上下要坚持五级书记抓扶贫，层层压实责
任，形成分工负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
局。要在识别、退出上再精准，扎实做好
精准扶贫动态调整工作。要加大资源整
合、政策倾斜力度，重点抓好深度贫困村
和贫困群体的脱贫攻坚。要在产业扶贫上
做到长、中、短项目相结合，让农民有持
久的收益，实现长远可持续脱贫。要坚持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补齐贫困
地区“五网”基础设施短板，扎实开展乡
村文明大行动，进一步激发贫困群众勤劳
致富的内生动力。要不断完善相关政策，
做好政策衔接，真正让贫困人口实现“两

我省多地组织开展“清河行动”

“百姓河长”
、
“企业河长”
走马上任
“ 河 畅 、水 清 、岸
绿、景美。”是海南对河
湖水质及环境面貌的
长期愿景和奋斗目
标。为了营造美好的
环境，将污染源彻底与
城市水体相隔绝，根据
省河长制办公室的要
求 ，自 3 月 下 旬 以 来 ，
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河
行动”在全省各市县全
面铺开，并获得社会各
界好评。
南国都市报记者
王子遥 文/图

B 东方
“企业河长”带领员工清理河道

海口三角池公园内，志愿者正在捡拾垃圾。

A 海口
“百姓河长”对不良行为说“不”
14 日上午，海口三角池公园内微风和
煦，游人如织。与前来踏青游玩，走走停停
的市民们不同，
“百姓河长”唐平已围绕着东
湖边的栈道和平台走了又走，时时关注着游
人中可能出现的不良行为。
“我是中山街道园内里社区的居民，从
小就在这长大，对东湖和三角池有着特殊
的感情。当初居委会说可以报名当百姓河
长，我报名参与了进来。”自 3 月底起，唐
平便把印有“百姓河长”字样的袖章别到
了袖口，每天绕湖而行，履行起这份特殊
的使命。
百姓河长究竟管什么呢？唐平笑着称
“啥都管”。当天上午，唐平就在巡查中，
发现一名独自走到驳岸边、可能会有危险
的小孩，他及时将孩子抱回岸上，并建议
家长注意看管孩子；随后，一群年轻人将
共享单车骑进观景平台或草地内乱停乱
放，唐平又赶了过去，让他们把车停放
好；而面对个别游客在湖边随意吐痰或丢
垃圾，唐平也上前劝导其改正这些不良行

为。“其实这样的管理并不讨人喜欢，劝说
多了会影响了游客游玩的心情，但是为了
维护良好的环境，我们还是会积极去劝
导。”唐平说。

企业志愿者绕湖捡拾垃圾
“我们来了一上午，已绕湖走了好几圈
了，沿途捡拾游人不注意留下的垃圾。”在
三角池公园内，身着一身浅蓝色马甲的海
旅控股集团志愿者杨建宁与同事一道手拿
镊子，看到垃圾便收拾起来。“我们想通过
实际行动，为海口的水清岸绿尽一份力。”
杨建宁说。

4 月初，在东方市的罗带河出海口段，
一块沉甸甸的“企业河段长”聘书由东方
市河长办技术顾问冯明祥交到了东方德森
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战迎春的手中。
“企业河段长”是东方市河长制办公室
及水务部门的一种创新做法。河长制工作
进企业，部门+企业共同守护河段环境。截
至目前，该企业已经有数十名员工在罗带
河出海口段进行清河，将河道的垃圾及杂
草清理。战迎春表示，作为企业河段长，
她将继续以身作则，杜绝河道周边乱排乱
放，并确保每月清河一次以上。

C 屯昌
“民间河长”走马上任
日前，在屯昌南坤镇，九名“民间河长”
也
“走马上任”
，
投入到了清河行动当中。
一名“民间河长”告诉记者，在南坤
镇开展的清理行动中，共对镇上多座石桥
下的主要河段及河道周边环境整治，全面
清理、打捞漂浮在河面的动物尸体、垃圾
水浮莲等废弃漂浮物和河岸各类垃圾，同
时对清理出来的垃圾及时进行转运，对动
物尸体进行无害化处理。

D 琼中

学生志愿者发放环保宣传册

党员群众一同参与清河

早上 8 点，长流中学的 24 名学生统一
身着志愿者制服，从学校乘坐大巴来到东
湖旁。通过老师在现场的指导，学生们分
成 7 个小组，在湖边各处向游客们发放环保
宣传册，呼吁市民们关注环境、保护环
境。“作为中学生，我们不仅要从自身做
起，更有义务加入到呼吁市民一同保护河
湖环境的队伍中。
”高二（7）班的王经壮说。

连日来，琼中黎母山镇组织了党员、
干部、志愿者、群众共 116 人，分三批人员
在辖区河沟进行“清河行动”。在河沟里，
干部及群众带着手套，拿着大大的塑料袋
等工具，将河道内的水面漂浮物、白色垃
圾、生活垃圾进行清理装袋；有的还深入
河道蹚水前行，将深陷在淤泥中的塑料
袋、石头一一进行清理。

不愁三保障”
。要深入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加强涉农资金整合和
扶贫资金管理，做到“五个绝对不允许”
。
会议通报了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
情况。会议指出，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是党的十九大后我国总体外交开篇之作。
习总书记在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
在国内外
引起强烈反响，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影响
力。我们要认真领会好习总书记的主旨演
讲精神，落实好习总书记对海南的一系 列
要求，持续推进博鳌小镇建设，不断提升
海南服务保障能力，履行好服务中央总体
外交的神圣职责，全面提升海南对外开放
水平，把海南打造成展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窗口。
省委副书记、
省长沈晓明，
省委副书记李
军及省委常委出席会议。省政协主席毛万
春，
以及部分现职省领导、
省扶贫开发工作领
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

我省将大力支持
钢结构建筑发展
南 国 都 市 报 4 月 15 日 讯（记
者 王燕珍 通讯员 叶上荣）14 日，
2018 中国钢结构发展高峰论坛在
澄迈召开，14 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及 120 余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
等，围绕“海洋钢结构产业发展”
等主题，共话钢结构产业技术的发
展之路。
记者从论坛上了解到，钢结构
建筑是指以各种钢结构体系为主受
力结构，以各种轻质建材为维护体
系的建筑，是装配式建筑的重要形
式之一。在海南，钢结构建筑发展
刚刚起步，前景广阔。
“我们愿积极开放市场，引入
优质、大型企业参与海南装配式建
筑 发 展 。” 省 政 府 有 关 负 责 人 表
示，钢结构建筑具有抗震性能优、
绿色节能等优点，代表着未来建筑
发展的新模式，省政府将从用地保
障、财政金融支持、税费优惠、优
化审批等方面加大对钢结构建筑及
装配式建筑发展的支持。

2018 年征兵宣传进校园

在海大拉开帷幕

南 国 都 市 报 4 月 15 日 讯（记
者 聂元剑 通讯员 刘群 孙尚国）14
日上午，我省 2018 年征兵宣传进
校园启动仪式暨退役大学生士兵专
场招聘会在海南大学举行。
启动仪式上，省军区副司令员
毕重峰、省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司
海英分别鼓励大学生青年携笔从
戎，挥洒青春热血，助力强军伟业。
要求各有关部门、各级兵役机关、教
育部门和高校积极作为，狠抓工作
落实，
按时保质完成征兵工作任务。
省人社厅在现场召集省内有关
企业举行招聘活动，为退役大学生
士兵搭建供需见面双向选择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