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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赐贵主持召开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要求

准确完整真实检验脱贫攻坚成效
切实增强贫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沈晓明毛万春李军出席

南国都市报 12 月 5 日讯（海南日报记
者彭青林）12 月 5 日上午，省委书记、省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刘赐贵主持召开省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对做好今年脱贫
攻坚最后冲刺阶段的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
署。刘赐贵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做到“三不
减、三提高、三加强”
，准确完整真实地检
验脱贫攻坚成效，确保圆满完成年度脱贫
任务，不断提高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切实增强贫困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胡春华在甘肃
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听取了 2019 年度全省
脱贫攻坚工作及迎接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
核工作准备情况，以及教育、卫健、住
建、水务、医保等部门关于“三保障”及
饮水安全保障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审议
并原则通过了 《2019 年度海南省定点扶贫
工作成效考核实施方案》。
会议指出，各级党委、政府及省直各
有关部门、各级扶贫部门要抓好做实迎接
今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各项准备工作，抓
好今年最后阶段的脱贫攻坚工作冲刺，更

加注重提高准确率、真实性和群众满意
率，关注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困难群众需
求，持续抓好脱贫领域作风建设，进一步
提高脱贫质量。
会议强调，明年脱贫攻坚巩固提升工
作要早安排早部署，做到心中有数，建立
长效机制。要善于利用大数据和信息化技
术，不断提高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扎实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衔接融合，让乡村更好地融入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发展大局，让广大农民在加快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程中有更多获
得感和幸福感。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在集中精
力抓好岁末年初各项重点工作的同时，要
按照省委通知要求，精简文件、压缩会
议、减少调研陪同，切实解决实际工作中
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基层减轻负担，让基
层干部能够腾出手脚干事业。
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就准确把握
今年迎考工作的特点和要求、科学谋划部
署好明年脱贫攻坚各项工作提出了具体工
作要求。
省领导毛万春、李军、毛超峰、胡光
辉、蓝佛安、童道驰、肖莺子、肖杰、彭
金辉、何西庆、刘平治等出席会议。

刘赐贵会见广东客人
南国都市报 12 月 5 日讯（海南日报记
者彭青林）12 月 5 日，省委书记刘赐贵在海
口会见了送何忠友同志来海南任职的广东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义珍一行。双方一
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
支持何忠友到海
南任职，进一步加强海南省委领导班子建

设，全面深化琼粤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以实际行动增强“四个意
识”
、坚定
“四个自信”
、践行
“两个维护”
。

省博物馆与济州博物馆缔结姐妹馆
南国都市报 12 月 5 日讯（记者田春宇）
2020 年是海南省和济州特别自治道结为友
好城市 25 周年，为纪念海南省、济州道缔
结友好关系，开启中韩两地文化交流事业的
新篇章，海南省博物馆与大韩民国国立济州
博物馆于 12 月 5 日缔结为姐妹馆。

签约仪式现场，海南省博物馆馆长陈江
与济州博物馆馆长金有植在海南省旅文厅、
省文物局、新闻媒体及现场嘉宾和观众的共
同见证下，签署姐妹馆缔结协议。两馆将在
人员互访、展览引进、学术研究、文保技术
等领域开展深度交流合作。签约仪式结束

后，双方举行了会谈，就两馆之间的相关工
作及未来合作项目进行洽谈。
据悉，早在今年 9 月，济州博物馆便派
出团队前来省博物馆进行签约仪式的前期接
洽工作。1995 年 10 月，海南省和济州道签
署建立友好关系协议书，至今已近 25 载。

关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儋州以主题教育成效提升生态文明建设质量

让百姓拥有更多幸福感
南国都市报 12 月 5 日讯（记者 梁振文
通讯员 李秋欢）连日来，儋州市各单位各
部门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重拳整治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开展打
击非法采砂采石专项整治行动，加强城乡
人居环境整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

创新模式遏制非法采砂行为
“过去这里有许多采砂点，河道被挖
得七零八落，通过整治后，美丽的珠碧江
又回来了。”儋州市海头镇枫根村村民符
子林看着波光粼粼的珠碧江发出感慨。这
是儋州市开展非法采砂专项整治和河道修
复的一个缩影。
针对生态环境执法“难、软、慢”
问题，儋州市建立系统治理非法采砂新
模式，在全省率先成立生态警察支队，
开展“利剑行动”，侦破刑事案件 22 宗，
抓获破坏生态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160 人，
打掉非法采砂犯罪团伙 17 个，摧毁非法

采砂、洗砂点 15 个，有效遏制了非法采
砂行为。
非法采砂点打掉了，群众用砂怎么
办？儋州市委、市政府在全省率先建立国
企协助开发、村集体和村民享受收益新模
式，由儋州市乡村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统一
经营河砂资源。在珠碧江沿岸设立 3 个采
砂点，开展采砂试点工作，通过“儋州砂
石市场”微信公众号平台进行平价销售。
同时在全省率先开通马来西亚通道，进口
建筑用砂 45 万立方，有效解决全市工程项
目建设、群众建房的用砂需求。

建设宜居城乡人居环境
“白马井镇重庆城后侧和周边村庄存
在焚烧生活垃圾现象，附近居民生活受到
影响，建议对垃圾进行集中处理。”接到
群众投诉后，儋州市白马井镇党委政府立
即行动，组织干部职工全面开展环境卫生
整治，垃圾乱堆乱放以及垃圾焚烧区域迅
速清理完毕，困扰周边群众生活的问题得

到彻底解决。这是在主题教育中，儋州市
各级干部回应群众关切，解决群众烦心
事，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一个生动
场景。
据了解，儋州市以“一创两建”和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两轮驱动，全面改善人居
环境和城市面貌。结合美丽乡村建设、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投入 10.7 亿元加大基
础设施建设，建成片区生活垃圾转运站 4
座和 152 个自然村污水处理设施。儋州市
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利用节假日
时间回原籍村庄与村民共同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大整治，参与人数超过 6000 人次；
升级改造 6 家城区农贸市场，改善市民购
物环境；推进厕所革命，完成农村危房改
造改厕 682 户。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儋州
全市城乡环境焕然一新。目前，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申报资料已顺利通过全国爱卫办
专家组审核。生态环境建设有效提升了城
市品质，为百万儋州群众创造了一个美好
的生活环境。

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省委常委
何忠友，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彭金辉参
加会见。

海口海事局通过“一网
通办”平台

签发首张电子证照
南国都市报 12 月 5 日讯（记
者 王 小 畅 通 讯 员 李 波）12 月 4
日，海口海事局通过
“一网通办”
平
台签发了琼海口海事准字(2019)第
0001 号的水上水下活动许可证，这
是海口海事局通过“一网通办”平
台签发的首张水上水下活动许可电
子证照，标志着海口海事局行政许
可正式实现了全程不见面审批。
据了解，海事“一网通办”平
台已基本完成主体框架建设，并率
先实现了第一批“水上水下活动许
可”等 5 项通航管理类业务的全流
程不见面审批。同时，该平台还实
现了与现有船舶登记、船舶监督、
船员管理、危防管理、船舶检验 5
大系统的单点登录集成，初步取得
了政务事项全覆盖、一次注册全网
办、多维度服务导航、便利智能申
报、电子证照发放、实时查看办事
进度等六个方面功能。
今后，办事人将不再需要到政
务中心窗口提交纸质申请材料，只
需将电子材料上传至“一网通办”
平台，海事工作人员在后台完成审
批后自动生成电子证照，办事人可
自行下载。另外，电子证照还新增
了二维码功能，办事人可利用手机
扫描下载查看电子文书详细信息。
海事“一网通办”可实现 65
项海事政务服务事项、26 项便民
查询服务，满足企业和群众网上办
事“单点登录、一次认证、全国漫
游”。海口海事局将继续加强与辖
区航运企业的沟通联系，争取尽快
实现辖区使用“一网通办”平台全
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