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首支城市警察支队在海口成立

开启“公安 +城管”联合执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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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统一部署袁省委宣
传部尧省文体厅尧省记协自即日
起袁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案
件线索举报遥 我们郑重承诺院严
守保密规定袁对重要线索一查到
底袁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遥
举报电话院
12318渊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冤
66810531渊省记协冤
举报邮箱院hnx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 5月24日

公 告

2016. 5. 19 星期四 责编/李明明 美编/符丽花

异地就医结算是全国人民关注的
热点问题遥 按照人社部的部署袁今年将
加快推进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就
医结算袁基本实现跨省异地安置退休人
员住院费用直接结算袁 到 2017 年基本
实现符合转诊规定的异地就医住院费
用直接结算遥
海南省委尧省政府高度重视异地就医

结算工作袁在人力尧物力尧财力上给予了很
大支持遥省长刘赐贵 4月份在省人社厅调
研时表示袁我省要加快推动与全国各兄弟
省市区的医保异地结算工作袁力争在全国
率先实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袁逐步推进国
际医保异地结算遥
据了解袁 我省 2009年在全国最早启

动这项工作袁通过野组建一个工作班子尧出
台一套规章制度尧建设一个系统平台冶袁探
索出一条新路子遥 我省建立的野地区间联
网结算冶模式被国家人社部推荐为优选模

式袁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样本遥 省社保局
因此被国家人社部社保中心评为 2014年
度社保经办管理创新单位遥
目前袁我省已基本实现省内跨市县就

医即时结算遥 跨省异地就医结算方面袁截
至 2015年底袁已与全国 17个省份及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的 104个统筹区实现跨省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袁 累计已有 4.27万人
次享受到便利遥 昨日我省与湖北等 8个
省尧自治区签订协议后袁合作范围将扩大
到全国 25 个省份 渊含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冤袁为全国之最遥

据了解袁此次签订合作协议后袁协议
双方经办机构将抓紧落实协议内容袁做好
人员尧系统尧信息等要素对接袁以方便两地
参保人异地就医时免受 野垫资冶野跑腿冶的
麻烦遥 为进一步推动异地就医结算工作袁
人社部社保管理中心近期还将组织部分
省份在我省开展集中调研遥

我省再与8省份签异地就医结算协议
合作范围扩大到全国25个省份 为全国之最

2015年 8月 20日袁 海口市委
十二届九次全会通过了 叶中共海口
市委员会关于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的
决定曳袁在城市治理领域中推行野公
安+城管冶联合执法改革袁并决定在
海口市公安局设立城市警察支队遥
为此袁市委市政府成立了野公安+城
管冶联合执法改革领导小组袁负责研
究尧探索尧推动此项改革任务遥 省委
常委尧 市委书记孙新阳多次听取有
关野公安+城管冶联合执法改革工作
汇报袁 并就城市警察队伍建设提出
了长远尧可行的具体指导意见遥经过
近 6个月探讨论证袁 省公安厅于今
年 2月 2日批复袁 同意海口市公安

局设立城市警察支队遥 其主要职责
是预防尧 制止和查处违反城市管理
相关规定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袁依
法调处城市管理过程中发生的案事
件和矛盾纠纷袁 有效保障其他行政
机关依法行政袁 维护城市公共秩序
稳定遥 副处级建制袁下设综合科尧案
件侦查大队尧业务指导大队尧机动大
队以及秀英尧龙华尧琼山尧美兰四个
驻区大队遥

孙新阳代表市委尧市政府对市
公安局城市警察支队的挂牌成立
表示热烈祝贺袁向关心支持公安工
作的社会各界和为筹建城市警察
支队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

衷心感谢袁并就城市警察支队建设
和城市执法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院
一是要始终坚持用一流标准抓队
伍建设袁奋力扛起城市管理野排头
兵冶重要责任担当遥 二是要努力走
出一条城市执法的创新之路袁在严
格执法尧文明执法尧柔性执法中彰
显法治教化的力量遥三是要坚持寓
服务于管理中袁不断提升人民群众
的满意度遥
市委常委尧 市公安局局长李向

明在致辞中表示袁今年是野十三五冶
开局之年袁也是海口市野双创冶工作
决战之年袁城市治理任重道远遥城市
警察支队的成立和运行袁 通过与城

管力量的深度融合袁 执法手段的有
效整合袁实行野联勤联动联合执法冶
的勤务模式袁 实行行政执法与刑事
执法的无缝衔接袁 必将有助于优化
城市治理职能袁提高执法效率袁提升
服务水平袁为海口市城市治理和野双
创冶工作注入强劲动力和活力遥
海口市委组织部尧 市中级人民

法院尧市市政市容委尧市编办尧市财
政局尧市法制局的领导袁市公安局党
委成员袁各分局局长尧政委袁各支队
支队长尧政委袁局机关各处室负责人
和城市警察支队全体民警等参加了
揭牌仪式遥

商报讯 (记者 王辉 摄影报
道) 5月 18日上午袁 海口市公安局
城市警察支队挂牌成立袁这是我国
成立的第一支城市警察支队袁标志
着海口创新城市管理治理模式向
更深尧更广的层次迈进遥 省委常委尧
市委书记孙新阳袁市长倪强等领导
为 野海口市公安局城市警察支队冶
揭牌遥

商报讯 渊记者 肖卫香冤 5月 17
日下午袁野2016年海南省社科联社团
活动月暨海南省国学教育高峰论坛开
幕式冶在海南师范大学举行遥
据介绍袁 经过近些年的培育和发

展袁 省社科联现主管社科类社会组织
166家袁团体会员 15家袁多年来袁我省
社科类社会组织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
科学尧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为己任袁
结合自身学科特点和业务范围袁 充分
整合资源袁 紧密围绕我省经济和社会
发展实际袁积极开展理论研讨尧学术交
流尧课题调研尧科普咨询等活动袁取得
了较好的成绩袁发挥了积极作用遥为了
推动社科类社会组织工作袁 进一步扩
大社科类社会组织的影响袁2011 年袁
省社科联策划开展了 野社团活动月冶袁
对部分社科类社会组织年度重要活动
给予支持袁并集中实施袁取得了较好的
社会影响遥
今年袁在总结往年经验的基础上袁

契合野十三五冶规划建设开局之机袁回
应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社会组织
工作的新要求袁确定了野发挥社会组织
作用袁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冶为活动
主题袁 引导各社会组织围绕服务我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策划活动尧 建言献
策尧发挥作用遥

省社科联启动
“社团活动月”

商报讯 渊记者 叶娇冤 5 月
18日上午袁 我省在澄迈县举行
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合作协议签
订仪式袁 省社保局与湖北尧广
东尧河北尧安徽尧西藏尧山东尧河
南尧江西等 8个省尧自治区
社保经办机构签订了异
地就医结算合作协议遥

荩我国第一支城市警察支队成立

调研中袁刘赐贵要求结合中部山区
实际袁加快发展特色农业遥 在五指山市袁
他先后实地考察了豪猪养殖尧 忧遁草尧
蛛王毒蜘蛛等特色产业基地袁对相关合
作社尧企业发展特色高效产业尧积极带
动周边农户脱贫致富给予充分肯定袁要
求继续完善推广政府尧合作社渊公司冤尧
农户三方合作模式袁 积极引导农户参
与袁精心选育种苗资源袁做强产品深加
工袁通过互联网畅通销售渠道袁不断提
升产业综合效益袁 带动农民脱贫致富遥
要把发展农业与旅游业结合起来袁建设
好特色产业小镇和美丽乡村袁主动融入
我省全域旅游建设发展大局遥

刘赐贵非常重视水利建设袁此前他
已经专程到全省重点水利工程现场进
行过调研袁这次又特意到五指山查看了

毛阳镇什空出渠发挥效用的情况袁随后
赴儋州市考察了松涛水库及其下游的
调南左斗渠尧大星支渠尧大雅水厂等水
利建设遥 调研中袁他多次强调袁海南工程
性缺水的问题仍十分严重袁仅松涛灌区
仍有 80万亩未得到有效灌溉遥 各级政
府要高度重视水网建设袁力争野十三五冶
期间新增灌溉面积 400万亩袁 为农业结
构调整提供有力的支撑遥 各水库要善用
信息化等现代化管理手段袁把水资源管
好用好遥 要重视末端田头水利设施的改
造和完善袁打通野最后一公里冶遥 要专题
研究并构建与绩效挂钩的水资源管理
机制遥 要同步加快灌区产业结构调整袁
引导种植效益好尧价值高的品种袁形成
水资源的高效尧可持续利用遥

刘赐贵在临高县重点考察了农业

科技发展情况袁 要求通过发展科技加
快现代农业转型升级遥 调研中袁他了解
到袁天地人香蕉尧蜜柚基地采用精细化
管理技术袁 每亩地的效益从以前种甘
蔗的几百元提升到上万元曰 后水湾深
水网箱养殖基地引进先进网箱设备袁
养出的鱼品质好尧产量高袁供不应求曰
神农大丰种业基地加大研发投入袁致
力培育美味健康高产的水稻新品种遥
在这些生产基地袁 他对不断提升农业
科技水平的努力和作为给予充分肯
定遥 他要求袁要加大精细化管理技术的
推广袁培养更多实用型农业技术人才袁
以现代化的管理和技术促进农业高
产尧 高效遥 深水网箱要与新盈中心渔
港尧新盈风情小镇建设结合起来袁带动
休闲渔业尧旅游观光等多种产业发展袁

充分延伸产业链遥 各级政府要为农业
科技发展创造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
境袁为海南催生更多农业创新成果遥
刘赐贵在调研中多次强调袁 加快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是省委尧 省政府着眼
野三农冶 长远发展和打赢脱贫攻坚作出
的重大决策遥 基层党委尧政府一定要把
野两学一做冶 学习教育和落实农业结构
调整尧 扶贫攻坚的具体部署结合起来袁
根据各地实际袁探索本地特色袁以农业
发展升级尧农民脱贫致富的实际成效检
验野两学一做冶学习教育的成果遥
调研中袁 刘赐贵还到五指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袁慰问了坚守在大山深处的
科研管护团队遥
副省长何西庆尧 省政府秘书长陆志

远参加调研遥

刘赐贵在五指山儋州临高调研时要求

调整农业结构促发展
助推农民致富奔小康

商报讯 渊记者 蔡
磊冤 5 月 16要18 日袁省
长刘赐贵到五指山尧儋
州尧临高等市县袁进村入
户袁就调整农业结构袁促
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
进行深入调研遥他强调袁
要以积极推动 野两学一
做冶向基层延伸为契机袁
把学习教育和推进产业
结构调整相结合袁 加快
农业调整结构袁 促进农
业发展袁 助推农民脱贫
致富袁确保 2020年全省
同步进入小康社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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