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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肖卫香冤 12月 16日袁 海南
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 野要支持海南大学创建世界一流
学科冶的重要指示精神暨建校 60周
年庆祝大会举行遥
连日来袁海南大学以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野要支持海
南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冶的重要
指示精神为主题袁举办系列活动庆
祝 60周年华诞遥 今年 4月 13日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

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作出了
野要支持海南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
科冶的重要指示袁为海南大学确定
了发展的新航向遥 半年多来袁海南
大学以野作物学冶为核心的野热带农
业冶学科群尧以野法学冶为核心的野文
化旅游冶学科群尧以野信息与通信工
程冶为核心的野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冶
学科群入选世界一流学科予以建
设曰植物学与动物科学两个学科进
入 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全球
排名前百分之一曰天然橡胶协同创

新中心获批认定为海南省与教育
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曰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获批立项数 85 项袁取
得历史性突破遥
此外袁 在天津大学对口合建海

南大学的基础上袁 该校又新增了上
海交通大学尧华中科技大学尧中国农
业大学尧中国政法大学尧对外经贸大
学作为对口合建高校袁 为创建世界
一流学科注入了强劲动力遥 海南大
学世界一流学科创建工作已经初见
成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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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肖卫香 通讯员 李德骏冤 12
月 16日上午袁 由巴西圣保罗大学尧
中国农业大学尧 海南大学三方合作
共建的野中巴农业创新中心冶在海南
大学举行揭牌成立仪式遥
此次野中巴农业创新中心冶的揭

牌成立对加深中巴两国在文化尧科
技尧教育等方面的交流袁为传承和发
展中巴友谊有着重要意义袁 对双方
共同应对农业相关领域的变化具有
十分积极的意义遥

今年袁 海南省出台了聚全省之
办好海南大学的 17条具体举措袁教
育部将海南大学列为全国 14所野部
省合建冶高校之一遥 同时袁海南将建
设野南繁硅谷冶尧国家热带农业科学
中心尧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王牌尧全球
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等袁
都为海南大学的快速发展和转型升
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遥
海南大学将主动扛起服务国家战略
和全面对接海南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历史担当遥

据了解袁 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
公共码头将国家帆船帆板训练基地
港池与海口市民游客公共游艇码头
统一建设袁 打造成为集国家帆船帆
板运动尧 市民游客水上娱乐和海上
旅游为一体的体育旅游综合体遥 项
目于 2017年 11月开工袁 规划用海
面积 26.9万平方米袁陆域面积 4.39
万平方米袁建设停靠泊位 610个袁将
为市民游客提供良好的海上旅游观
光体验遥
据介绍袁 海口非常适合帆船帆

板训练袁 从上个世纪 80年代起袁一
批又一批的全国各地专业运动员尧
国家队运动员来到这里训练袁 接受
风浪的洗礼袁从这里走出了多位奥
运冠军尧世界冠军袁是中国帆船的幸
运之地尧 收获之地遥 中国帆船帆板
运动协会南方总部基地的落成袁不
仅让海口成为中国大众帆船最重要
的母港之一袁 还将吸引更多来自全
国尧 全世界的帆船选手和帆船爱好
者来到这里袁感受海口尧海南特有的
风土人情袁 掀起中国帆船发展新的

高潮遥
海口市委副书记尧 市长丁晖在

致辞时表示袁 本次活动对海口加快
建设国际化滨江滨海花园城市袁推
动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具有
重要积极的意义遥当前袁海南正在全
力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袁 文体产业迎来了
新的重大发展机遇袁 海口作为省会
城市袁 拥有良好的体育产业基础和
气候尧区位尧交通等优势袁发展水上
运动和体育旅游前景广阔袁 将积极
引入先进的帆船理念及帆船文化袁
推动帆船运动发展遥海口市委尧市政
府将全力以赴支持中国帆船帆板运
动协会南方总部基地和海口市国家
帆船基地公共码头的发展袁 提供最
优的政务服务遥 希望世界帆船联合
会和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继续加
大对海口的支持力度袁发挥人才尧资
源等优势袁 为海口带来更多世界知
名的赛事和文化体育活动袁 助推水
上运动成为海口野旅游+体育冶产业
的特色品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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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茹冤 叶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曳第
114期将于 12月 17日 20时在海南综
合频道尧20时 30分在三沙卫视尧12月
23 日 16 时 20 分在旅游卫视播出遥
2018年接近尾声袁为更好的迎接一年
一度扶贫开发工作成效省际交叉考核
工作袁协助各级党委尧政府尧各有关部
门和驻村工作队尧第一书记尧帮扶责任
人袁以及村野两委冶做好创优迎考工作袁
叶脱贫致富电视夜校曳自即日起将推出
创优迎考尧应知应会系列节目遥
首期节目中袁 来自省扶贫工作办

公室副巡视员王远玉老师袁 分别从怎
样读懂考核内容尧如何弄清考核方式尧
应该掌握的基本做法以及迎考中的热
点问题和工作提示四大方面袁 对创优
迎考准备工作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遥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
电视台或下载野视听海南冶手机客户
端收看本期节目遥 电视夜校播出的
同时袁野961017冶 脱贫致富服务热线
继续开放遥

脱贫夜校今晚播出

专家详细讲述
如何创优迎考

海口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开港
建设停靠泊位 610个 为市民游客提供良好海上旅游观光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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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王凤 肖卫香冤 海南沧桑巨变
一甲子袁海大扎根宝岛六十年遥 12月
16日上午袁八方宾朋校友齐聚海南大
学联谊馆袁共同庆祝海南大学建校 60
周年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 野要支持海南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
科冶重要指示精神袁推动建设世界一流
学科和国内一流大学遥省委书记尧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出席庆祝大会并
讲话袁 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 全面落实习总
书记野4窑13冶重要讲话尧中央 12号文件
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袁 以纪念建
校 60周年为新的起点袁以强烈的使命

感责任感紧迫感袁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
学科和国内一流大学袁 聚全省之力办
好海南大学袁努力成为海南野三区一中
心冶 重大国家战略和海南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重要支撑遥
省委副书记尧省长沈晓明袁省政协

主席毛万春出席庆祝大会遥
刘赐贵向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和海

内外校友表示热烈祝贺袁 向长期以来
关心尧支持尧参与海南大学建设的各界
人士表示衷心感谢遥 他说袁60年来袁在
党和国家亲切关怀下袁 在社会各界支
持下袁海南大学培养出近 30万栋梁之
才袁涌现出一批领军人才袁为服务国家
战略和海南发展大局作出了突出贡

献袁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袁学科建设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袁 成为我省高
等教育当之无愧的龙头遥
刘赐贵强调袁 要从増强 野四个意

识冶尧坚定野四个自信冶袁践行野两个维
护冶的政治高度袁大力弘扬敢闯敢试尧
敢为人先尧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袁聚全
省之力办好海南大学遥 他对海南大学
下一步发展提出了野六个坚持冶院坚持
和加强党的领导袁 牢牢把握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曰坚持发挥特色优势袁高标准
高质量建设好世界一流学科曰坚持野人
才是第一资源冶袁坚定不移推进人才强
校战略曰坚持产教融合袁强化科技创新
和成果转化曰坚持开放办学袁加快提升

国际化办学水平曰坚持改革创新袁充分
激发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活力袁 成为现
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改革试验田和新标
杆遥他要求袁全省各市县尧各部门尧各单
位要在人才资金尧 资源和体制机制创
新等方面全方位支持海南大学遥
刘赐贵指出袁 海南发展前景无可

限量袁对人才求贤若渴遥他寄语广大教
师牢记从教初心尧肩负时代重任袁努力
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尧 党执政
的坚定支持者尧 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
者曰勉励同学们志存高远尧发愤苦读袁
学成后扎根宝岛尧成就事业袁把人个人
融入时代袁让奋斗成就青春袁成为海南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的强大生力军遥
庆祝大会由海南大学党委书记武

耀廷主持遥海南大学校长骆清铭尧天津
大学党委书记李家俊尧 巴西圣保罗大
学副校长路易斯窑古斯塔沃窑努西奥尧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原副总理宋萨
瓦窑凌沙瓦先后致辞遥教师代表尧野长江
学者奖励计划冶特聘教授罗素兰袁校友
代表尧野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冶 讲座教授
林辰涛袁学生代表张萌分别发言遥
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尧华南热带

农业大学尧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原校
院长吕飞杰袁省领导张琦尧肖莺子尧彭
金辉尧许俊尧王路袁老干部符气浩出席
大会遥

刘赐贵在庆祝海南大学建校 60周年大会上要求

聚全省之力办好海南大学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和国内一流大学

沈晓明毛万春出席

改革创新谋发展 聚焦特色创一流
海南大学举行建校 60周年庆祝大会

“中巴农业创新中心”
在海南大学揭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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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端记者 李兴民冤 为进一步
简政放权袁省住建厅推行实施图
审野多审合一冶改革袁企业由原来
需跑多个部门变为只需到一家
图审机构解决施工图技术审查
问题遥
据介绍袁继续深化野放管服冶

改革袁激发企业活力遥 一是推进
行政审批电子化遥目前省住建厅
保留的 9大项 19子项行政审批
事项全部实现了网上办理袁企业
可足不出户即可进行资质申报
工作袁 实现审批提速 60%以上袁
减轻企业负担和社会成本遥二是
深入推进信息公开遥设立信息公

开窗口及咨询投诉电话曰编制行
政审批事项职权目录尧行政职权
编码和职权运行流程图尧常见问
题解答曰通过政府网站尧窗口平
台等向社会公布政务审批信息袁
对所有行政审批事项向社会公
示袁做到野十公开冶袁提高政府工
作透明度和公信力遥 三是袁省住
建厅制定印发 叶海南省建筑市
场诚信评价管理办法曳袁明确诚
信评分标准袁 将诚信评价结果
与市场准入尧资质审批尧创先评
优尧招标投标相挂钩袁严格市场
清出机制袁以野宽进尧严管尧重
罚冶的要求袁规范和加强事中尧事
后监管遥

省住建厅

推进行政审批电子化
实现提速达 60%以上

商报全媒体
讯(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王辉 摄影
报道) 12 月 16 日
下午袁中国帆船帆
板运动协会南方
总部基地挂牌仪
式尧海口市国家帆
船基地公共码头
开港仪式及中国
帆船联赛总决赛
开幕式在海口市
国家帆船帆板训
练基地举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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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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