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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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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新农合缴费标准明年提至220元
缴费时间截至 2019年 1月 31日

儋州落实百万人才计划

打造海南西部
十万人才高地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吴英艳) 11日袁商报记者从海南省
农村合作医疗协调小组办公室了解到袁 海南 2019年度全省新农合征收工作
已正式启动袁缴费时间截至 2019年 1月 31日遥 明年海南省农村居民个人缴
费标准提高到 220元袁重点救助对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个人缴费部分享
受全额财政补助遥 据悉袁海口地区新农合医保缴费已经于 9月 25日开始遥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端
实习记者 林万丽) 近日袁 儋州市正式
印发叶儋州市贯彻落实掖百万人才进海
南行动计划渊2018-2025年冤业实施方
案曳渊以下简称叶方案曳冤袁计划以 8年的
时间引进 10万人才袁为儋州城市发展
规划提供动力保障遥

叶方案曳明确袁儋州将围绕教育尧医
疗尧文体尧消费和服务野五大中心冶袁及
重点产业尧生态文明建设尧乡村振兴和
民生事业等方面袁 积极引进培养使用
各类人才袁 着力打造海南西部的人才
高地遥

会议强调袁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
会议通过 叶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
深化改革创新的若干措施曳遥 这充分体
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定不移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决
心和信心袁 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改
革创新指明了方向和路径遥 我们要把
学习贯彻此次会议精神和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野4窑13冶重要讲话尧中央
12号文件精神结合起来袁 加快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的步伐遥
会议强调袁 全省上下要切实提高

站位袁 高质量高水平推进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尧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袁
以实际行动把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给
我们的任务办好袁 把推进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各项决策部署落
实好遥要大力引进高质量项目袁大力开
展干部培训和人才引进袁 坚定不移做
好打基础尧利长远的事情遥要抓住机构
改革的契机袁把习近平总书记野4窑13冶

重要讲话尧中央 12号文件精神充分体
现在改革进程和机构野三定冶中袁确保
每个部署每项任务都有明确的责任单
位尧责任人遥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叶中共海南省

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工作规则曳叶省
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专项小组工作
规则曳叶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
室工作细则曳叶中共海南省委自由贸易
试验区渊自由贸易港冤工作委员会工作
规则曳叶中共海南省委自由贸易试验区

渊自由贸易港冤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工作
规则曳遥
会议指出袁按照机构改革的要求袁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尧 省委自由
贸易试验区渊自由贸易港冤工作委员会
及办公室已经成立遥 各有关单位要严
格落实工作规则袁发挥制度作用袁各司
其职尧形成合力袁一项项研究解决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袁 推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遥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 叶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方案曳叶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渊海南冤实施方案曳袁决定按
程序上报中央有关部门批准曰 审议通
过了 叶关于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
制的实施意见曳叶海南省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改革实施方案曳遥
省委副书记尧省长沈晓明袁省政协

主席毛万春袁 省委副书记李军出席会
议遥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
席袁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遥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要求

高质量高水平推进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
沈晓明毛万春李军出席

刘赐贵指出袁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
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袁 是关
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
局性尧历史性任务袁是新时代野三农冶工
作总抓手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
治局会议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集
体学习袁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推进乡
村振兴的深远谋划和对野三农冶工作的
高度重视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袁
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袁
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重点部

署袁提出了明确要求袁为我们做好新时
代野三农冶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尧注入
了精神动力遥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
神袁提高思想认识袁深刻理解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大意义袁以更高的自觉性尧更
强的责任感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遥
刘赐贵指出袁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袁 最大
的短板在农村袁 最薄弱的基础是 野三
农冶袁农业强不强尧农村美不美尧农民富

不富决定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野成
色冶好不好遥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关于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上来袁 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袁并以此为突破口袁推
动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落实袁 促进农
业全面升级尧农村全面进步尧农民全面
发展遥 要精心组织抓好省委七届五次
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袁按照叶海南省打
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曳和叶海南
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渊2018 -2022

年冤曳的部署袁着力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尧
人才振兴尧文化振兴尧生态振兴尧组织
振兴遥 要科学把握规律袁 超前谋划部
署袁完善野五网冶等基础设施建设袁因村
制宜尧发挥特色尧补齐短板尧增强实效袁
让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海南乡村成为
中国乡村振兴的靓丽名片遥
刘赐贵强调袁 各级党委政府要始

终把解决好 野三农冶 问题摆在重中之
重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袁坚持野五级
书记冶抓乡村振兴遥党政野一把手冶作为

第一责任人袁要身体力行袁敢于担当曰
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加强工作指导袁做
好协同配合袁 强化资源要素支持和制
度供给袁 进一步凝聚起推动乡村振兴
的强大合力遥要突出工作重点袁把好方
向袁守住底线袁勇于改革袁让农民群众
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实实在在的幸福
感尧获得感尧安全感遥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遥
省委常委出席会议袁 部分省领导

列席会议遥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
第八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 10月 11日上午袁省委书记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
议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袁研究我省贯彻落实工作袁要求
全省各级各部门切实提高思想认识袁深刻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袁认真抓好省委七届五次全会精神的
贯彻落实袁以更高的自觉性尧更强的责任感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遥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 10月 11日上午袁省委书记尧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尧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刘赐贵主持召开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袁学习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精神袁传达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第一次办公会议
纪要袁审议通过多个重要改革文件遥 刘赐贵强调袁要深刻领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决心和信心袁把学
习贯彻此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精神和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野4窑13冶重要讲话尧中央 12号文件精神结合起来袁认真抓好各
项工作落实袁加快海南自贸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的步伐袁高质量高水平推进建设海南自贸试验区尧中国特色自贸港遥

据了解袁 凡在海南常住的农村
居民在户籍所在地以家庭 渊户口簿
上的人数冤为单位参加新农合袁中小
学校尧 幼儿园学生随父母参加户籍
所在地的新农合遥 在本省已办理居
住证的外省农村居民袁 如自愿参加
本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袁 必须提供
本省居住证袁 以及户口所在地社保
经办机构出具的未参加当地城乡居
民医保渊或新农合冤证明遥
今年袁 海南省新农合缴费征收

原则上仍以户为单位袁 全省范围内
实行以居民健康卡替代新农合证袁

凭居民健康卡完成 2019年度新农
合个人缴费征收袁 以身份证号码作
为新农合参合的唯一识别码遥 海南
将于 2019年底前基本实现居民健
康卡完全代替新农合证进行征收缴
费就医报销结算遥

据悉袁2019年 1月底前袁 海南
将全面完成全年新农合缴费征收工
作任务袁各地缴费将在 1月 20日前
基本结束袁1 月 31 日征收系统关
闭袁逾期原则上不再征收遥
记者了解到袁 对重点救助对象

渊特困供养人员和孤儿尧最低生活保

障对象尧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冤和
低收入家庭中的一二级重度残疾
人尧未成年人尧老年人袁我省将对其
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个人缴费部
分给予全额财政补助遥 低收入家庭
中的三四级非重度残疾人参加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的个人缴费部分给予 50%财政
补助遥

据海南省农村合作医疗协调小
组办公室要求袁 各地扶贫和民政部
门要在征收期限内以正式文件形式
向当地合管委提供资助参合人员名

单袁 并由经办机构申请个人缴费财
政补助袁 通过名单的人员可享受
2019年全年新农合等相关保障待
遇遥 已过征收期限新增的资助参合
人员由扶贫尧 民政部门请示当地合
管委同意袁于 2019年 6月底前统一
报送经办机构申请个人缴费财政补
助袁 超 6月底新增报送的资助参合
人员应按当年新农合人均筹资标准
渊含个人缴费和各级财政补助冤申请
缴费财政补助遥 超征收期限缴费的
可享受缴费次月至 2019年 12月的
新农合等相关保障待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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