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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兴民冤 19日袁商报记者从省生
态环境保护厅了解到袁按叶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曳 (GB3095-2012)评价袁8月全
省空气质量总体优良袁 优良天数比例
为 100%遥其中优级天数比例为 97.8%袁
良级天数比例为 2.2%袁 无轻度污染尧
中度污染及重度污染天遥
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以二氧化硫尧二氧化氮尧可吸入颗粒
物尧细颗粒物尧臭氧尧一氧化碳 6项指
标进行计算) 评价袁8月空气质量排名
靠前的分别是五指山尧 屯昌和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袁 排名靠后的分别是万
宁尧海口和文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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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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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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海南环境空气质量
万宁海口文昌
排名垫底

省公安厅部署推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打掉74个团伙
抓获 723人

本届赛事继续提升了特色和
亮点袁 一是赛事的全球直播范围
进一步扩大遥 本届环岛赛将延续
野全程直播+全球直播冶的电视转
播模式袁电视信号将覆盖亚洲尧欧
洲尧美洲尧大洋洲尧非洲及中东地
区等 186个国家和地区遥 二是竞
赛线路的沿途风景更美遥今年环
岛赛精选了海南省沿线最为秀
美壮丽的景观地区袁 途经万泉
河尧博鳌会议中心尧吊罗山尧清水
湾尧五指山大峡谷尧呀诺达热带
雨林尧鹿回头风景区尧保梅岭风
景区等海南特色景点遥在赛事全
程全球电视直播的条件下袁将海
南省的旖旎风光与精彩的环岛赛
赛事向世界展现遥 三是赛事活动
与旅游等相关产业深度融合遥 本
届环岛赛充分发挥品牌赛事的影
响力和示范效应袁 促进赛事活动
与旅游等深度融合袁 在赛前预热
阶段袁开展了野环岛赛鹿娃美丽乡
村游冶尧野世界无车日环岛赛公益

骑行冶以及野我是冠军冶环岛赛儿
童滑步车大赛等活动袁 吸引了市
民的广泛参与遥另外在赛事期间袁
将开展环岛赛吉祥物鹿娃接机活
动尧环岛赛国际车队走进南强村尧
幸运市民颁奖活动尧野皇后乐队冶
惠民演出活动尧 花车巡游活动以
及精彩的开闭幕式和嘉年华活动
等将悉数亮相袁 为观众打造集观
赛尧旅游观光尧互动参与等于一体
的绝佳体验遥
据介绍袁本届环岛赛起终点均

设在儋州市遥 比赛途经除屯昌尧文
昌尧三沙外的海南 16个市尧县袁总
体呈现顺时针形态行进袁历时 9天
9个赛段袁赛事总里程 1431公里遥

据了解袁本届环岛赛最终确定
21支队伍参赛遥参赛队伍包含 7支
洲际职业队尧12支洲际队以及瑞士
和克罗地亚 2支国家队遥 令人关注
的是袁 在参赛的 7支洲际职业队
中袁 包括了 2018环意赛的 4支外
卡车队遥

环岛自行车赛 10月 23日儋州开赛
历时 9天 9个赛段 赛事总里程 1431公里 21支队伍参赛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严格冤 9月 19日袁2018年全省新
闻战线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活动暨
野青年记者窑重走琼崖革命路要要要白沙
行冶正式启动袁海南全省 50余名青年记
者走进白沙黎族自治县感受革命精神遥

本次活动由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和
白沙县共同举办袁每年一期的野青年记
者窑重走琼崖革命路冶是海南新闻工作
者协会主办的品牌活动遥 此项活动自
2015年举办以来袁为全省新闻工作者
提供了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平
台袁 加强了全省新闻队伍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教育袁深化拓展了新闻战线野走
转改冶遥

全省青年记者们将通过 3天时间
深入了解白沙起义琼崖纵队无私无畏尧
不怕流血牺牲的历史袁重温那段峥嵘岁
月袁 并深入发掘和宣传新时代白沙党
员尧干部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实践中勇当先锋尧
做好表率尧甘于奉献袁带领贫困群众谋
出路的故事遥 活动还将设置不同任务袁
进行团队训练袁青年记者们需通过团队
协作尧 互帮互助的形式来完成任务袁以
亲身经历感受革命艰辛遥

海南 50余名青年记者重走琼崖革命路

感受革命艰辛 重温红色峥嵘岁月

荫儋州绕圈赛袁起终点设在儋州市文化广场袁里程 90km
荫由儋州出发袁经由临高县到达澄迈袁里程 139.6km
荫 从澄迈经由海口尧定安到达琼海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袁里程 170.3km

荫由琼海出发到万宁袁里程 142km
荫从万宁经琼中抵达陵水清水湾袁里程 178.4km
荫从陵水出发袁经保亭到五指山袁里程 193.2km
荫由五指山经保亭到三亚袁里程 125.2km
荫从乐东龙沐湾出发袁经东方到昌江保梅岭袁里程 210.4km
荫从昌江出发袁经白沙尧洋浦回到儋州袁里程 181.9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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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王凤冤 9月 19日下午袁省长沈
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袁 研究
2019年预算编制要点和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标准化建设等工作遥
会议听取了叶2019年预算编制要

点曳叶海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
化建设行动计划渊送审稿冤曳等文件制
定情况的汇报遥与会人员就进一步完
善这些文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遥

沈晓明指出袁明年是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关键之年袁也是野三大攻
坚战冶决胜之年袁做好明年预算工作
尤其重要遥 明年的预算安排袁一要按
照优先安排原则袁 优先支持中央布
置的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相关任
务袁 做到优先安排改革开放需要的
资金尧野五网冶 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
改造需要的资金尧 社会事业需要的
资金尧野三大攻坚战冶 需要的资金尧优

先安排绩效明显的财政支出项目资
金等 野五大优先冶遥 二要能集中的集
中袁 合理安排人才引进等领域资金遥
三要解决体制机制瓶颈问题袁在支持
产业发展尧减少风险等方面积极探索
改革遥四要把解决历年审计中发现的
问题袁 作为 2019年预算编制工作的
重要考虑遥 五要超前谋划项目袁在社
会管理尧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积极谋
划一批项目遥

针对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
准化建设袁 沈晓明要求相关部门予
以全力推动袁 并重点解决好几个问
题遥 一是布局问题遥 人在哪里袁社会
服务就跟到哪里遥 医疗卫生布局要
基于人口袁 而不是单纯按行政区划
来计划布局遥二是软件建设问题遥乡
镇卫生院的标准化建设袁 既要推进
硬件标准化袁又要做好软件建设袁尤
其是要把人员的标准化列入其中袁

并优化管理体制遥 三是新建设项目
尽量采取装配式建筑遥 要拿出可操
作的办法袁从选址尧报批尧建设管理
等各环节予以推动遥 四是医疗设备
采购问题遥 医疗设备招投标需要时
间袁相关工作要早开展袁避免影响整
体工作进度遥

省领导王路尧刘平治尧彭金辉尧范
华平尧苻彩香尧史贻云袁省政府秘书长
倪强参加会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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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王凤冤 9月 19日上午袁省长沈
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袁 分析
当前经济运行形势袁 挖掘第四季度经
济增长潜力点袁 研究全面完成年度经
济目标任务各项措施遥
会议听取了省直有关部门关于全

省经济工作情况的汇报袁 围绕存在的

问题及经济增长潜力点进行讨论交
流袁提出下一步工作措施建议遥
沈晓明指出袁 当前全省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袁 要按照今年经济工作的总
体目标和部署袁 积极减少经济对房地
产的依赖袁 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
调整袁做好发展文章袁积极谋划改革开
放工作袁打好精准脱贫尧污染防治等三

大攻坚战袁 尽最大努力完成今年的经
济目标任务遥

沈晓明就抓好近期经济工作作
出部署袁要求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工作遥一是围绕省 47个重点项目尧市
县 113 个项目存在的问题袁 逐一研
究袁把脉问诊袁有针对性落实推进措
施袁还要加快推动一批项目落地遥 二

是积极协调解决进出口企业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袁促进外贸发展遥 三是加
大政府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袁加快社
会事业项目建设袁促进医疗尧城乡生
活垃圾处理尧污水处理尧农贸市场改
造等领域项目加快推进遥四是抓紧做
好项目的谋划工作袁加大项目储备力
度袁积极在教育尧卫生尧文化尧体育尧城

乡环境整治等领域谋划出一批项目袁
推动项目实施和加快财政支出遥五是
抓紧做好第四季度扩大消费工作袁在
商务尧旅游尧文体等领域开展消费促
进活动遥

副省长王路尧刘平治尧彭金辉尧范
华平尧苻彩香尧沈丹阳袁省政府秘书长
倪强参加会议遥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

研究预算编制和基层医疗标准化建设等工作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

研究全省经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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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萌 特约记者 宋洪涛 通讯员
王坤) 9月 18日下午袁省公安厅召开
全省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
进会遥
据了解袁 自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以来袁 全省公安机关迅速行
动袁重拳出击袁取得了阶段性成效遥 截
至目前袁 全省公安机关共打掉涉黑涉
恶犯罪团伙 74个袁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723人袁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533起袁缴
获各类枪支 31支袁扣押尧冻结涉案资
金人民币 1242万余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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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符雄助
摄影报道冤 9月 19日袁野碧桂园杯冶2018第十三届
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以下简称环岛赛)新
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遥 本次比赛定于 10月 23日
至 10月 31日举行袁赛事起终点设在儋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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