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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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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陈王凤冤 6月 10日袁 省委书记尧
省委深改委主任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袁传
达学习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
次会议精神袁 研究部署促进全省重点
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工作袁 并审议通
过相关文件遥
省委副书记尧省长沈晓明袁省政协

主席毛万春出席会议遥
会议强调袁 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

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袁 紧密结合
海南实际袁 将中央各项改革决策部署
落实到位遥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袁加快
制度创新步伐袁 深化和拓展已有创新
成果袁强化制度集成袁推动形成更多可
复制可推广的创新经验遥以野政策落实
年冶为总抓手袁逐项落实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野1+N冶政策体系袁重点事项要
抓紧时间尧倒排工期尧早出成果遥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 叶海南省

重点产业园区规划布局调整优化方
案曳叶海南省重点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意见曳 和支持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尧洋浦经济开发区尧海口
江东新区尧 三亚崖洲湾科技城等园区
发展的政策措施等文件遥
会议指出袁 一流园区是自贸试验

区尧 自由贸易港压茬推进和进行压力
测试的重要载体遥省委尧省政府高度重
视产业园区发展遥 此次调整优化重点
产业园区规划布局尧 出台系列政策措
施支持重点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袁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野4窑13冶重要讲
话和中央 12号文件精神的具体行动袁

呈现多点多领域大胆试尧大胆闯尧自主
改尧先行先试的特点袁对高质量尧高标
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逐步探索尧
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遥
会议要求袁 健全园区管理体制机

制是当务之急袁让有能力尧敢担当尧公
道正派的明白人野说了算冶袁相关市县尧
园区党委主要负责人要高度重视尧亲
自把关袁为野项目进园区尧园区说了算袁
有权能定事尧有钱能办事冶提供制度保
障袁形成有效监管遥 要明晰园区定位袁

落实野一园一策冶袁按照该做什么尧不该
做什么明确放权事项袁 瞄定产业发展
方向袁 始终保持发展定力遥 在园区发
展尧 压力测试中要超前分析评估可能
存在的风险袁提前拿出管得好尧防得住
的应对措施遥 要研究梳理有关法律法
规袁 提出调整清单袁 确保改革于法有
据遥各部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尧通力合
作袁加强与中央有关单位沟通汇报袁形
成推动园区发展的强大合力遥
省委深改委委员尧 省直有关部门

负责人参加会议遥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深改委会议要求

把一流园区作为加快探索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载体

沈晓明毛万春出席

硕博人才对接会海口举行

吸引2200多人
到场参加应聘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陈王凤 摄影报道冤 6月 12日上
午袁2019年硕博人才专场对接会在海
口成功举办袁本次对接会以野开放海南
共享未来冶为主题袁吸引了众多高层次
人才参与遥
据了解袁现场共有 50家用人单位

提供岗位需求 2000多个袁 吸引 2200
多名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到场应聘遥 留
学归国人才 87名袁其中博士 31名尧硕
士 56名遥 来自省外的硕博人才有 382
名袁省内的硕博人才有 606名遥现场投
递简历 1091份袁有 126名高层次人才
在现场与用人单位达成初步意向遥 网
络端共收到 648份简历袁 其中收到硕
士 611份简历袁省内 241份简历袁省外
370 份简历袁 其中收到博士 37 份简
历袁省内 14份简历袁省外 23份简历遥

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试评
现场了解到袁9 日已开始答题卡
扫描工作袁截至目前袁已经完成答
题卡 68%的扫描工作袁预计 14日
全面完成 35.95万份的答题卡扫
描工作遥考生答题卡由武警 24小
时值守袁并实行严密的视频监控遥
在评卷现场入口袁 除了有武警把
守之外袁 所有工作人员入场均有
专人使用手持式金属探测器进行
安检袁 并通过身份证识别系统中
进行身份识别袁方可以进入遥

此外袁记者从 2019年海南省
普通高考网上评卷工作动员大会
上获悉袁 为保证评卷结果的公平
公正袁 全省答卷均为随机分发形
式袁 评卷老师无法看到考生的个
人信息遥 评卷方面袁采用野2+1+1冶
模式袁 先由两位教师分别进行评

卷袁取平均值作为该题得分曰若两
位教师的评分误差在既定范围之
外袁将由副组长进行三评曰若仍在
误差范围外袁将由组长进行复评袁
层层把关袁 确保评卷结果的公平
公正遥
据了解袁 所有评卷人员都须

凭身份证尧叶评卷工作证曳 进出评
卷场地遥评卷人员进入评卷场时袁
由工作人员通过身份识别系统对
评卷员进行身份验证曰 评卷人员
入场须接受安检袁严禁将手机尧照
相机等带有记忆功能的传输设备
带入评卷场地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 为保证评卷
教师的专业水准袁 今年的评卷教
师队伍增加了高校教师数量袁共
有 167名高校教师参加今年评卷
工作袁比去年增加 69人遥

我省昨已完成 68%高考答题卡扫描工作

今日入场试评 明起正式评卷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茹 摄影报道冤 2019年海南普通高考已经结束袁各项相关考务工

作都在紧锣密鼓地有序进行中遥 6月 13日袁高考阅卷全体教师开展试评工作袁6月 14日袁将正式启动高考评卷
工作袁20日结束评卷工作后还将进行复核校对以及标准分转换袁预计六月下旬放榜遥 今年的高考评卷继续实
行网上评阅袁评卷场设在海南师范大学袁共有 701名教师参加评卷工作袁后勤保障人员 100余名遥

银 工作人员正在拆封答题卡袋

海南书香节

陵水主会场
活动正式启动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汪德芬 通讯员 陈冰 陈孝忠冤
为进一步推进文化强县战略袁 着力打
造 野书香陵水冶 活动品牌袁6月 11日
晚袁野书香陵水窑你我共建冶系列活动启
动仪式暨广场群众艺术大舞台文艺晚
会在陵水文化体育广场举行袁 标志着
第十一届海南书香节陵水主会场活动
正式启动遥据了解袁此次书香节系列活
动将贯穿全年袁 旨在倡导全民读书学
习袁打造富有书香味的文化陵水遥

在青岛期间袁沈晓明首先出席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
并发言遥 他指出袁大健康产业将是
海南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贸
港建设的重点产业遥海南将重点做
好野建设好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冶和野大力发展基于气候治
疗的康养医疗冶两篇文章袁努力成
为大健康产业先行区和领跑者袁这
也为全球企业共享 野健康中国冶发
展机遇带来更多商机袁真诚期待与
国际组织尧科研机构及企业等各方
面深化合作遥希望每年出国看病的
60万人中袁有一部分能转到海南来

就医袁再进一步发展袁吸引东南亚
地区的病人到先行区接受世界级
的医疗服务遥
随后袁 省政府考察团来到青岛

石雀滩渊鲁海丰冤海洋牧场示范区考
察海洋产业发展遥 沈晓明详细了解
网箱养殖尧 人工鱼礁培育尧 海上垂
钓尧滨海体验旅游等情况遥 他指出袁
海南要学习借鉴青岛经验袁 建设集
网箱养殖尧海产品加工尧休闲渔业为
一体的海洋牧场袁 丰富海南旅游产
品袁推动渔民转产转业遥

沈晓明非常关心海洋科技发
展袁 先后到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尧 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尧自
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尧中国海
洋大学尧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
国家实验室尧国家深海基地等地袁
了解深海技术装备研发尧 海洋大
数据中心建设尧深海探测技术尧海
洋生物医药研发尧 海洋资源勘探
与开发利用等情况遥 他指出袁现在
的药物主要来自陆地袁海洋生物医
药是未来的重点研究方向遥海南拥
有广阔的海域和丰富的海洋生物
资源袁欢迎各科研院校来琼联合开
展生物医药研发遥在自然资源部第
一海洋研究所袁沈晓明要求袁要充

分发挥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研究
生资源优势和部委所属科研院的
科研优势袁 推动双方深度合作袁共
同开展海洋科技研发袁培养海洋科
技人才遥
沈晓明还到世界动车小镇科技

馆袁体验 5D 立体野未来飞行交通冶
模拟场景袁 了解正在研制的新型动
车尧地铁和磁悬浮列车等遥 他指出袁
海南要着眼长远发展袁 瞄准轨道交
通前沿技术及产品袁 谋划优化海南
交通体系遥
山东副省长于杰尧 海南省政府

秘书长倪强参加考察遥

省政府考察团赴青岛
考察学习海洋经济发展
沈晓明参加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 6月 10日-6月 12日袁省长
沈晓明赴山东省青岛市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袁并率省政府考察
团到科研院所及产业园区考察学习海洋科技及产业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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