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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
海洋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组来琼
王晨出席汇报会并讲话 刘赐贵主持 沈晓明作汇报 高虎城罗保铭出席

南国都市报 9 月 11 日讯（记者黄婷）根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统一部署，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担任
组长，
率队来琼开展海洋环境保护法执法检
查工作。9 月 11 日下午，我省在海口召开
海洋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汇报会，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主持，省委副
书记、省长沈晓明作汇报。
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
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高虎城介绍了本次
执法检查相关情况。据悉，全国人大常委会
今年 8 月 27 日启动海洋环境保护法执法检
查，执法检查组分成 4 个小组，分赴天津、河
北、辽宁、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8 个
省市开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的重点包括
入海排污口设置与管理、重点海域排污总量
控制、海域生态保护红线、海洋环境保护规
划、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和排污许可等主要法
律制度措施落实情况等五个方面内容。
会议听取了海南贯彻实施海洋环境保
护法情况汇报，
以及
“多规合一”海域生态保
护红线、海洋环境保护规划、海洋环境保护
补偿、入海排污口设置与管理、重点海域排
放总量控制等情况的专题汇报。与会人员
还围绕陆域污染源的排放、围填海海洋工程
建设项目生态补偿等进行交流。

王晨在讲话中指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海洋事业发展和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党的十八大作出建设海洋强
国的重大部署，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陆海
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 加快水污染防
治，实施流域环境和近岸海域综合治理”的
明确要求。今年 5 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对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新部署。全国人大常
委会今年先后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
境保护法两部环保领域法律的执法检查，是
全国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强化环保工作监督力度的实际行动。
就做好此次海洋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
王晨提出三点要求：
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
全面推动党中央关于生态
环境保护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
和行动指南。要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
，
提高政
治站位，进一步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
切实加强海洋环境保护，
坚决打赢污
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优
美生态环境需求，
加快建设美丽中国。二是
认真贯彻落实海洋环境保护法，加强法律实
施。海南是海洋大省，在贯彻实施海洋环境
保护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离党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盼，仍存
在一些差距和问题。要强化法律刚性约束，
建立健全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
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
倍加珍爱、
精心呵护青
山绿水、
碧海蓝天，
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当
表率。三是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执法检查重
点发现海洋环境保护中的突出问题。海洋环
境保护法规定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监管
责任、
企业的主体责任和公众的社会责任，
必
须强化责任落实，
坚持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
法必严、违法必究。将执法检查过程作为宣
传普及法律过程，
营造全社会共同保护海洋
环境的良好氛围。
刘赐贵对执法组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
和感谢。他说，
在海南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
“4·13”
重要讲
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关键时期，王晨副委员长率队来海南开展
海洋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充分体现了党中
央、全国人大对海南工作特别是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对海南统筹
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
战略
布局，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国家
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
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
章，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促进作用。
刘赐贵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对海南生态环境
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寄予厚望。海南管辖
全国三分之二的海洋面积，
坚持陆海统筹保
护好海南的生态环境，不仅事关海南的长远
可持续发展，
对建设海洋强国等国家战略也
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嘱托，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
信”，集全省之力确保海南的生态环境质量
只能更好、不能变差。要坚决依法保护海洋
生态环境，坚持陆海统筹，特别要重视海洋
陆源污染防治，持续整治存在的问题，切实
肩负起把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
海、合作之海的重任，推动海洋强国建设。
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各有关部门和市县要
积极支持、配合执法检查组的工作，针对执
法检查组在座谈和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提出
的要求，省委、省政府要认真研究，
抓好整改
和落实。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侨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罗保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
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彩霞，生态
环境部副部长庄国泰，全国人大代表王长
仁、徐锦庚，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许俊，副省长彭金辉，以及
有关单位和市县负责人，省、县、乡人大代
表、海洋环境方面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我省部署台风“百里嘉”防御工作
沈晓明作批示

南国都市报 9 月 11 日讯（记者黄婷 通
讯员邹小和）今年第 23 号台风“百里嘉”
（热带风暴级） 将于 9 月 13 日登陆广东西
部到海南岛东部一带沿海，受其影响，13
日我省部分海域和北半部陆地将有明显风
雨天气。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提前作
出部署。9 月 10 日，省长沈晓明批示要求
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做好应对准备。11 日
晚，省防总召开全省防御第 23 号台风“百
里嘉”视频会商会议，贯彻落实沈晓明批

示要求，部署防风防汛工作，保障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
会议要求，一是加强会商研判和预测
预报预警，确保预警信息能及时传递，让
台风洪涝预警信息家喻户晓，让百姓主动
避险。二是严阵以待做好各项防御工作。
第 23 号 台 风 “ 百 里 嘉 ” 及 第 22 号 台 风
“山竹”，都将可能对我省造成影响，且可
能持续到 17 日，各市县、各部门必须保持
警惕，不得麻痹松懈，扎实落实各项防御

2018 年海南希望工程
圆梦行动圆满落幕
南国都市报 9 月 11 日讯（记者 党朝峰
汪承贤）11 日上午，由团省委、省青基会、海
南日报社、南国都市报等单位共同主办的
2018 年海南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最后一批
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海口举行。
海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已连续实施 16
年，累计筹集善款 2.3 亿元，帮助 45498 名学
生顺利进入大学，筹款额和资助学生人数两
项指标连续八年位列全国青基会系统前茅。
今年，活动继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和支持，筹集捐款 2431 万元人民币，资助贫
困大学生 4728 名，
这一成绩在今年全国 33 家
省级希望工程机构开展的同类项目中位列前
茅。
其 中 ，各 市 县 累 计 筹 款 1553 万 ，资 助
3141 名学生；
“ 百分关爱·天涯海角”公益基
金资助学生 278 名；
“国酒茅台·国之栋梁”资
助学生 300 名；三亚南山功德基金会资助学

生 200 名；罗牛山助学基金资助学生 113 名；
威特奖（助）学基金资助学生 120 名；三亚蜈
支洲岛助学基金资助学生 86 名；银风互联
网+教育爱心基金资助学生 70 名；石家庄
地鑫房地产有限公司资助学生 50 名；海南
世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资助学生 40 名；海
南省体育彩票助学基金资助学生 40 名；金
鹿农机助学基金资助学生 40 名；海南省军
区助学基金资助学生 40 名；美亚电缆助学
基金资助学生 40 名；春华励志助学基金资
助学生 40 名；郑灶文、张学丽夫妇资助学生
22 名；凯健医药助学基金资助学生 20 名；
喜之农助学基金资助学生 20 名；海南春天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助学生 20 名；芙蓉
学子助学基金资助学生 15 名；海南星艺装
饰有限公司资助学生 10 名；吴兴发资助学
生 10 名；海南长石医药有限公司资助学生
9 名；杨先生资助学生 4 名。

措施。三是落实海陆防风及人员转移措
施，做好海上船只及作业人员防御、陆地
防风工作，按照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开展
人员转移准备工作。四是加强重点环节安
全管理，做好水库安全管理及科学调度、
漫水桥防控、城市排涝准备、“菜篮子”保
供稳价、旅游防风等工作。五是切实强化
部门协同合作，电力、水务、工信、通
讯、交通、民政等部门要通力协作，密切
配合，部队武警提前做好突发险情的抢险

救灾准备。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主动引导
舆论，做好科学解答，及时发布预警和提
示短信。
会议强调，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
的态度，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加
强组织领导，抓细抓实防风防汛各项措
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最大限
度减少灾害损失。
副省长、省三防总指挥刘平治出席会
议并讲话。

陵水脱贫攻坚先进典型
网络投票启动
南国都市报 9 月 11 日讯（记者 孙学
新）
“十佳帮扶企业”
“十佳帮扶干部”和
“十佳脱贫之星”，这些属于脱贫攻坚先
进典型的荣誉，需要您的投票支持和见
证！9 月 11 日，记者从陵水有关部门了
解到，陵水黎族自治县 2018 年脱贫攻坚
先进典型评选表彰活动启动网络投票，
投票将持续至 9 月 18 日。关注海南日
报或“珍珠海岸美丽陵水”微信公众号，
即可为候选人（企业）投票。
此次陵水脱贫攻坚典型评选分为
网络投票和评委会评审两个部分，根据
网络投票（权重 40%）和评委会评审（权
重 60%），对各申报奖项按照每项得分进
行加权平均所得分数进行排序，产生拟
表彰名单。
值得注意的是，
“ 十佳帮扶企业”须
为积极参与陵水脱贫攻坚、发挥企业自

身优势、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企业
中的先进典型；
“ 十佳帮扶干部”为驻村
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员、结对帮扶
党员干部中的先进典型；
“ 十佳脱贫之
星”为不等不靠、勤劳脱贫致富的脱贫
户先进典型。
投票的具体办法为：一、关注海南
日报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界面点击右
下方“投票”菜单，在打开的页面中即可
参与投票；二、关注“珍珠海岸美丽陵
水”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界面点击右
下方“投票”菜单，在打开的页面中即可
参与投票。
每个 IP 地址每天可投票 10 次，每次
最多可同时选择 10 人。严禁使用商业
手段或通过其他不正当途径进行拉票、
投票的作弊行为，一经发现，将取消相
关人选的票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