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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袁 认真落实海南
省第七次党代会和省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会议精神袁 推进全省精神
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思
考袁 为建设美好新海南提供智力
支持袁省社科联拟于 2017年 8月
上旬举办 野海南省精神文明建设
研讨会冶遥 研讨会征文公告如下院
一尧会议主题与研讨专题
渊一冤主题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袁 凝聚建

设美好新海南的强大精神力量
渊二冤主要研讨专题
1. 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的问

题与对策曰
2. 发挥志愿服务活动在文明

城市创建中的作用曰
3. 海南创建文明城市尧 文明

村镇的探索与实践曰

4. 文明家庭创建的实践与思
考曰

5. 海南优秀文化传承发展的
对策研究曰

6. 开展文明行为提升工程尧
争做文明海南人研究曰

7. 加强网络精神文明建设对
策研究曰

8. 海南精神文明建设创新机
制研究曰

9. 社会智库在精神文明建设
中的地位与作用遥
二尧征文方法和要求
1.面向社会公开征文,以文入

会遥
2. 围绕研讨会主题和参考选

题撰文投稿遥 所写论文必须理论
联系实际袁 具有创见袁 突出前瞻
性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遥每篇论文
3000-5000字袁写作要规范袁提供
野论文摘要冶和野参考文献冶遥 随文

写明作者单位尧职务尧职称和联系
方式遥

3. 已公开发表的论文不能投
稿遥

4.对征文进行评选遥优秀论文
编发叶呈阅件曳袁推荐给叶南海学
刊曳叶海南日报曳叶今日海南曳 等报
刊发表遥

5.会议具体时间尧地点以正式
通知为准遥

恳请各界人士踊跃投稿袁为
精神文明与美好新海南建设奉献
智慧遥 应征论文请于 7月 25日前
电邮省社科联学会学术部遥
联系人院段老师
电话院0898-65335787
E-mail院sklxhxsb@126.com遥

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7年 7月 3日

海南省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征文公告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
海拔手机端记者 叶娇 通
讯员 姚嘉 严磊冤 7月 4日
上午袁 省纪委召开常委会
议学习贯彻落实王岐山同
志在中央纪委扶贫领域监
督执纪问责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袁 研究
部署我省加强扶贫领域监
督执纪问责的工作措施遥

省委常委尧 省纪委书
记蓝佛安主持会议并讲
话遥

会议指出袁 全省纪检
监察机关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袁 把中央纪
委电视电话会议部署要求
落到实处袁 进一步落实好
省委省政府 野五个绝对不
允许冶要求袁强化我省扶贫
领域监督执纪问责袁 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的
纪律保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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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坤莹冤商报记者 4日从三亚市
委相关部门获悉袁 为深入推进全面深
化改革工作袁 三亚成立领导小组统筹
协调尧督促落实各项改革工作袁并结合
本地实际制定今年重点改革工作方
案袁部署 48个改革事项袁着重推进强
区扩权等 8个方向内容遥

据了解袁三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袁 由该市委相关责任人牵
头袁 并下设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
制尧民主法制尧文化体制尧社会体制尧
党的建设制度以及纪律检查体制等
6 个领域的专项小组袁 负责总体设
计尧统筹协调尧整体推进尧督促落实等
工作遥
同时袁 三亚今年重点改革工作方

案已出炉袁 并获三亚市委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遥 根
据方案袁三亚结合市情袁今年将重点推
进 48个改革事项袁涉及强区扩权尧野多
规合一冶尧旅游领域尧野放管服冶工作等
15类内容袁合理布局了深化改革的战
略重点尧主攻方向尧工作机制尧推进方
式和时间节点袁 为三亚推动全面深化
改革工作明确路线图遥

省纪委常委会研究部署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

对敢动扶贫奶酪的严惩不贷！

省委副书记李军袁省委常委尧秘书
长胡光辉袁省军区司令员陈守民袁副省
长何西庆参加座谈遥
刘赐贵对各家央企长期以来给予

海南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遥他说袁
建省办经济特区近 30年来袁中央企业
积极参与海南发展建设袁 发挥了重要
作用袁积累了丰富经验遥 面向未来 30
年袁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征程上袁 海南也需要央企的全面参
与遥 当前袁全省上下开展野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建设美好新海南冶 大研讨大行

动活动袁 就是要从国家战略和民族复
兴的大局出发袁 深刻认识准确把握海
南的战略定位和历史使命袁领会精神尧
明确方向尧查找问题尧立行立改袁全力
推动海南新一轮改革尧开放和发展遥希
望大家发挥央企优势袁立足国家战略袁
结合在海南长期发展的经验袁 围绕军
民融合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等领域袁
多提宝贵意见建议袁 共同推动海南大
改革大开放大发展袁 共享海南改革开
放发展的成果遥

会上袁中国核工业集团尧中国船
舶工业集团尧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尧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尧中国联通集团尧国
家开发投资公司尧中国旅游集团尧中
国诚通控股集团尧 中国交通建设集
团尧中国保利集团尧华侨城集团尧中
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等 12家央企主要
负责人分别从战略定位尧政治层面尧
实际操作等角度为海南发展分析把
脉袁围绕军民融合尧海洋经济尧航空
航天尧基础设施尧旅游产业尧信息产
业尧医疗产业尧美丽乡村尧投资环境
等领域建言献策遥 大家一致表示袁看
好海南的发展前景袁愿意或有意向加
大在琼投资袁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新的贡献遥
刘赐贵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建

议袁并不时插话与大家交流袁把好的意
见记录下来袁表示省委尧省政府及有关
部门将对意见建议进行逐项梳理研究
并吸纳到今后的工作中遥他说袁大家的
发言贴近海南的实际袁 既给人很多启
发袁 又充分体现了中央企业的责任担
当袁 感受到了央企对海南经济社会发
展充满信心遥
针对发言中较受关注的软环境建

设话题袁刘赐贵指出袁近年来袁海南在
省域野多规合一冶改革的引领下袁在 3

个园区试行野极简审批冶袁连续两年开
展项目投资野百日大会战冶尧服务社会
投资野百日大行动冶袁在提升政务效率尧
优化投资环境上取得了明显成效袁受
到了市场主体的广泛欢迎遥 海南将以
开展大研讨大行动活动为抓手袁 要求
全省各级各部门以问题为导向袁 认真
查找问题尧改进工作曰要进一步认识好
干部尧培养好干部尧用好好干部袁提高
干部的能力和水平袁 严肃处理不干事
不担事不作为乱作为的干部袁 持续优
化海南发展软环境袁 也希望大家给予
监督和指导遥

刘赐贵与部分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座谈时表示

要持续优化海南发展软环境
推进海南新一轮改革开放发展

李军出席

三亚今年推进
48个改革事项

6点具体工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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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符雄助冤 7月 4日袁海南省人大常
委会全省城镇内河湖水污染治理专题
调研暨 2017年海南环保世纪行活动走
进三亚袁对三亚城镇水体治理取得的初
步成效及下一步措施等内容展开调研袁
调研中袁三亚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建议对
三亚河污染治理目标进行调整遥

在调研汇报会上袁三亚市副市长蓝
文全表示袁 水体治理是一项长期工作袁
短期内达到海水第三类水质难度非常
大袁因此袁建议调整三亚部分断面 2018
年水质目标为海水第四类遥并向海南省
人大调研组提出了上述建议袁建议调整
的水体断面大部分是位于三亚城市中
心的三亚河袁而按照海南省城镇内河湖
污染治理三年行动的目标要求袁三亚河
的三亚大桥断面尧三亚东河白鹭公园小

桥断面需要在 2018年达到海水第三类
水质袁目前监测的结果袁上述几个断面
的水体质量均不达标袁完成目标任务比
较困难袁蓝文全介绍院一是市政管网等
基础设施仍不完善袁泵站溢流现象时有
发生曰二是中水回用率低袁部分污水处
理厂将处理达标后的中水排入河道袁影
响了河流整治成效曰三是城镇内河湖整
治工作总体进展较慢袁大部分河段水质
从治理到现在仍不达标遥
海南省人大调研组在会上要求袁三

年行动确定下来的目标袁就是对三亚人
民和全省人民立下的军令状袁尽管水体
治理有难度袁但应该不遗余力的实现对
全省人民和三亚人民的承诺袁调研组建
议袁三亚市有关部门尽快与有关专家进
行会诊袁 提出三亚河新的治理方案袁力
争在时间节点袁实现水质达标遥

环保世纪行活动走进三亚 省人大调研组要要要

立下军令状就要兑现承诺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叶娇冤 7月 3日下午袁省委书记刘赐贵主持召开
座谈会袁围绕推动海南新一轮改革开放发展袁听取部分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的意见建议袁表
示海南将从国家战略和民族复兴大局出发袁准确把握海南的战略定位和历史使命袁不断深
化改革开放袁以实际行动扛起海南应有的责任担当遥

召开全省强化扶贫领域
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进行再动员再部署曰

组织开展全省扶贫领域
监督执纪专项整治行动袁包
括继续开展好信访举报专项
治理工作袁 定期组织开展对
乡镇扶贫资金使用情况的监
督检查袁 对扶贫领域干部渎
职失职和不作为尧假作为尧慢
作为尧 乱作为问题开展专项
治理等曰

建立重点市县尧重点乡
镇扶贫领域问题督办督查制
度袁加大督查力度袁解决突出
问题曰

实行严肃问责倒逼责
任落实袁 对扶贫工作中发
生系统性区域性腐败问题
的袁 严肃追究有关党委书
记和纪委书记责任曰

加大对重点市县和乡
镇的巡视巡察力度袁 继续
把脱贫攻坚作为巡视巡察
工作的重点曰

持续保持查处和通报
曝光的高压态势袁 对扶贫
领域违纪问题坚持零容
忍袁直查快办袁查处一起袁
通报一起袁 持续释放对敢
动扶贫奶酪的严惩不贷的
强烈信号遥

扶贫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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