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讯 渊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许修平 摄影报道冤 精准扶贫合力
造袁军民鱼水一家亲遥1月 10日上午
10时袁 武警海口市支队政治部慰问
团携带慰问品前往屯昌县乌坡镇坡
心村袁对 5户贫困家庭进行慰问遥

村民王俊期一家有 5口人袁上
有一名老人赡养袁 下有一双子女入
学袁收入微薄袁因学致贫袁生活压力
大遥 当武警海口市支队政治部慰问
团抵达他家门口时袁 他正忙碌着为
新房子野添砖加瓦冶袁脸上始终挂着
开心的笑容遥

野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能在春节
前住上新居袁这都是党尧是政府和
部队的功劳袁我由衷的感谢党和政
府袁感谢部队对我们的帮助袁我一
定辛勤劳动袁早日致富袁摘掉贫困
的帽子袁为党和政府减轻压力遥 冶王
俊期说遥

之后袁 慰问团一行人按照路线

继续慰问了王家养尧 李昌友和陈招
林三户贫困家庭袁通过询问了解袁他
们的贫困都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
的袁他们也一度失去信心袁但政府和
部队的关心给他们带来了希望袁从
他们的言语和笑容中袁 无不看出他
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可观的改善袁
生活幸福感获得了很大的提高遥

商报讯 渊驻三亚记者 李碧微冤11
日下午袁 在三亚市委党校召开三亚市
委第七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遥 在
会上袁三亚市委书记严朝君对 2016年
工作进行了回顾袁并对 2017年的工作
进行部署遥

在会上袁 严朝君书记表示袁在
2016年经济保持平稳增长遥 三亚抓住
全国唯一野双修冶试点城市机遇举全市
之力开展山海河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
野六大战役冶遥 全年民生支出占财政总
支出的 71.8%遥 预计城镇尧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31113元尧
13365元袁分别增长 8.1%和 9.3%遥 在
2016年间袁做到有腐必反尧有贪必肃袁
共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263人袁 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 2人遥
严朝君强调袁2017是三亚升格地

级市 30周年袁 做好今年工作至关重
要袁 紧紧围绕野建设精品城市尧打造
幸福三亚冶的主题遥 抓好旅游业这个
野龙头冶遥 野点线面冶推动 5A全域旅游
示范市建设袁发展野大旅游冶袁提升野大
旅游冶遥

三亚召开经济工作会议

发展“大旅游”
提升“大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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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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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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副书记李军主持会议袁 省领
导许俊尧胡光辉尧符跃兰尧李国梁尧丁尚
清出席会议遥

罗保铭指出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袁贯穿
着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袁升华
着我们对党校事业重要地位尧重大作
用的认识袁为我们与时俱进做好新形
势下党校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
动指南遥全省各级党委要从巩固执政
根基的战略高度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
识袁增强使命感尧责任感尧紧迫感袁切
实建好管好用好党校遥 充分发挥好党

校 野党教育培训党员领导干部的主渠
道冶和野领导干部锤炼党性尧提高素质
的大熔炉冶的作用袁为培养和造就具有
铁一般信仰尧 铁一般信念尧 铁一般纪
律尧 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提供有力
保障袁更好地推动海南科学发展尧绿色
崛起尧实现全面建设国际旅游岛尧全面
建成小康遥

罗保铭强调袁要聚焦党的理论教
育和党性教育这个主业主课袁以求是
精神大力提高党校办学水平遥要做到
野六个加强冶袁 即加强党章党规教育袁
把党章党规纳入干部培训的必修课袁

坚定全省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曰加强
政治纪律尧政治规矩教育袁坚决维护
习近平同志在全党的核心地位袁引导
学员牢固树立野四个意识冶袁引导学员
对党忠诚老实尧光明磊落袁说老实话尧
办老实事尧做老实人曰加强野四个全
面冶 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教育袁
坚持海南走科学发展尧 绿色崛起之
路袁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作为培训的重点内容袁结合海南
成功案例袁搞好课程设置袁引导学员
学而信尧学而用尧学而行曰加强党的宗
旨教育袁 全心全意为海南人民办实

事尧谋福祉曰加强廉政教育袁巩固和发
展海南风清气正尧廉洁施政尧团结实
干的政治生态袁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的
示范作用和反面典型的警示作用袁教
育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
想防线曰 加强教学方式的改革与创
新袁努力提高党校培训质量袁特别要
把海南成功实践融入到教学中袁用鲜
活教材现身说法袁 收到点滴入心尧春
风化雨的效果遥
罗保铭要求切实加强和改善各

级党委对党校工作的领导遥 各级各
有关部门要支持党校解决基地建

设尧教学科研尧经费保障及干部调训
等困难遥各级党校要加强自身建设袁
争做 野维护核心冶野净化党内政治生
态冶野搞好党内政治生活尧党内监督冶
野继承与创新冶的四个模范袁严以治
校尧严以治教尧严以治学袁不断提高
办学质量遥
会议书面传达了全国党校工作会

议精神遥三亚尧琼海尧陵水尧乐东等市县
的党校校长作交流发言遥
省直有关部门尧 单位尧 企业负责

人袁 省委党校和各市县党校负责人等
参加会议遥

罗保铭在全省党校工作会议上强调

聚焦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
发挥好党校教育培训党员干部的主渠道大熔炉作用

李军主持

商报讯 渊记者 蔡磊冤 昨日上
午袁 省长刘赐贵率省政府班子成员
来到省人大常委会机关袁就 2017年
叶政府工作报告渊征求意见稿冤曳征求
意见建议遥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尧
各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主要负责人
参加座谈会袁 听取了省政府研究室
负责人就报告起草工作情况和主要
内容所做的说明袁 大家对过去一年
政府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
定袁 并就代表关心的热点问题提出
了许多针对性的意见建议遥
刘赐贵代表省政府袁 对人大常

委会机关和人大代表们对政府工作
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遥他表示袁在全
省两会召开前袁就叶政府工作报告曳

向人大常委会及人大代表征求意
见袁 是政府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和工
作监督的必要工作程序袁 是凝聚全
省人民智慧的重要工作方法袁 也是
依法推进和做好政府工作的现实需
要遥 省政府将认真梳理吸纳人大常
委会机关和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袁
把报告修改好尧把政府工作做好遥

刘赐贵说袁 过去的 2016年袁面
对国际严峻复杂的形势和国内下行
压力较大的情况袁海南在党中央尧国
务院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袁 经济发
展呈现增长平稳尧结构优化尧质量提
升态势袁 多项经济指标好于全国平
均水平袁经济运行质量良好袁进一步
坚定了加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袁经
过全省人民共同奋发努力袁 一定能

够实现野全省人民的幸福家园尧中华
民族的四季花园尧 中外游客的度假
天堂冶三大愿景遥
刘赐贵表示袁新的一年袁要按照

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袁 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袁以问题为导向袁充分
发挥海南生态环境尧经济特区尧国际
旅游岛野三大优势冶推动经济社会健
康发展遥在此过程中袁尤其需要各级
人大机关及人大代表的支持尧 指导
和监督遥 一是在落实全面依法治国
战略的过程中袁依法执政袁希望在人
大指导下用好用足特区立法权袁进
一步发挥经济特区优势遥 二是在深
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过程中袁 希望
在人大支持下强化法律保障袁 确保
生态环境质量只升不降袁 充分发挥

生态优势遥三是在 12个重点产业发
展过程中袁希望人大加强监督指导袁
以问题为导向推动 12个产业健康
发展袁 用足用好国际旅游岛相关政
策袁发挥好国际旅游岛优势遥四是在
民生改善的过程中袁 希望人大加强
对教育尧卫生尧物价等问题的监督和
支持袁逐步解决野菜篮子冶问题袁加快
野一县两校一园一院冶建设袁切实改
善民生袁提升发展环境遥

省委常委尧常务副省长毛超峰对
会上提出的具体意见建议进行了反
馈遥 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宪
生主持袁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毕志
强尧陈海波尧贾东军袁副省长王路尧何
西庆袁省政府秘书长陆志远尧省人大
常委会秘书长陈国舜出席座谈会遥

省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
征求政府工作报告意见

刘赐贵出席并讲话

此次节目中袁 将要亮相的还
有几组嘉宾院 来自定安新竹南华
养殖专业合作社社长李南华和合
作社的贫困户代表符好敏曰 来自
海南龙健畜牧开发公司总经理李
龙生尧 海南龙健黑猪研究所研究
员沈道强尧贫困户代表陈法林;来
自屯昌的兴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莫丽倩以及贫困户代表莫
信儒遥 他们将现场展示畜禽养殖
的成功案例遥
电视夜校播出的同时袁 海南

省野961017冶脱贫致富服务热线也

一同开放袁 随时受理群众对精准
脱贫相关政策尧法规的咨询袁以及
在产业发展尧生活保障尧教育培训
等方面的诉求遥
节目还会继续公布最新最热

门的脱贫致富信息袁有想找工作尧
收购求购农产品尧 参加种植养殖
技术培训班等需求的群众可多加
留意遥

电视夜校还将于当晚 8 时
30分在三沙卫视播出遥 观众也可
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收看
节目遥

第 17期海南脱贫致富电视夜校今晚播出

讲解特色畜禽养殖产业精准扶贫
武警海口支队协力屯昌扶贫

合力扶贫 鱼水情深

商报讯 渊记者 叶娇冤 海南省文明
委去年底启动了第一届全省文明家庭
评选表彰活动遥 1月 11日袁经各市县尧
省直机关各部门尧企事业各单位尧驻琼
各军警部队评选推荐袁 第一届全省文
明家庭评选委员会评审袁 产生了第一
届全省文明家庭候选家庭 100户遥 评
委会现将这
些候选家庭
名单和主要
事迹向社会
公示袁 接受
群众监督 遥
公示时间为
1月 11日至
1月 15日遥

我省首届文明家庭
100户候选名单公示

商报讯 渊记者 肖卫香冤
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已经成功录制并播放 16期遥
1月 12 日晚上 8 时袁 第 17
期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
校将在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综合频道播出遥 海南省农业
厅畜牧业处处长冯飞将在
节目现场为讲解海南特色
畜禽养殖产业精准扶贫的
相关内容遥

扶智

银武警海口市支队赠送慰问品

扫扫二维码
看候选家庭

商报讯渊记者 叶娇冤 1月 11日上午袁省委召开全省党校工作会议袁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党校工作遥 省委书记罗保铭在会上强调袁做好新形势下党
校工作意义重大尧使命光荣袁要深入领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紧抓实抓好党校工作袁聚焦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袁切实发挥
好党校教育培训党员干部的主渠道尧大熔炉作用袁为培养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提供有力保障袁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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