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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袁剖析生态环境整治负面典型案例并要求

牢记初心使命举一反三检视问题整改落实

全力推进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的整治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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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生态环境整
治负面典型案例袁结合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检视突出问题袁研究部署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遥 刘赐贵强调袁全省各级党
委渊党组冤要树牢野四个意识冶尧坚定野四个自信冶尧做到野两个维护冶袁在主题教育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讲话精神袁从典型问题的表象看实质袁维护人民群众利益袁举一反三检视问题尧狠抓整改袁确保人居环境整治见效遥

会议观看了中央电视台叶焦点访
谈曳栏目播出的叶珍稀树种为何难逃
厄运曳视频袁和我省有关部门暗访拍
摄制作的叶海口尧万宁等市县生活垃
圾处理场实况及存在问题曳叶我省村
容村貌尧 农村垃圾污水处理负面典
型曳视频遥
省直各有关部门尧 各市县党委政
府主要负责人到会观看视频遥 针对视
频反映的本领域尧 本地区存在的突出

问题袁省林业局和海口市尧万宁市尧五
指山市尧 澄迈县主要负责人分别作表
态发言遥
会议强调袁 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
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袁 多次作出重
要指示遥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袁通过
主题教育深刻认识自然资源保护和
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是推进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建设尧 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尧 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必然要求袁

是各级党委政府的最重要职责之一袁
必须持之以恒抓紧抓好遥
会议指出袁落实主题教育的要求袁
就是要着力解决问题袁 透过表象看实
质袁从视频揭示的负面典型案例出发袁
把自己摆进去尧把工作摆进去尧把职责
摆进去袁深刻检视反思生态环境尧人居
环境尧营商环境和干部作风尧法治意识
等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袁 在主题教
育中从严整改落实袁 坚决反对任何形

式主义尧官僚主义遥要迅速整改直接反
映的问题袁严肃问责相关责任人袁加快
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的长效管护机
制袁广泛开展普法教育袁牢固树立法治
观念袁提升文明素质袁形成人人自觉保
护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遥
会议要求袁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
加强领导尧 举一反 三 深 化人 居 环 境
整治袁 以实际行动体现主题教育成
效遥 各市县野一把手冶要亲自抓整改

海南自贸大讲坛野三个为什么冶系列讲座第二场开讲

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 摄影报道冤 7 月 11 日上午袁由省委
宣传部尧省社科联尧省社科院共同主办的海
南自贸大讲坛野三个为什么冶系列讲座第二
场在省图书馆报告厅开讲遥 教育部习近平
新时代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袁 北京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尧 博士生导师孙来
斌作了题为 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野好冶曳的专题讲座遥讲座吸引了社会各界党
员尧群众等 300 余人听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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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探索 引领中国走出漫漫长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
民历经千辛万苦尧 付出各种代价
取得的宝贵成果遥 孙来斌从高扬
科学社会主义旗帜尧 开辟民族复
兴正确道路尧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
色尧 造福最广大人民群众这四个
方面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
么野好冶遥
孙来斌说袁 为了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袁 近代以来中国人
在黑暗中四方求索袁 各种主义和
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袁 资本主义道
路没有走通袁 改良主义尧 自由主
义尧 社会达尔文主义尧 无政府主
义尧实用主义尧民粹主义尧工团主
义等也都 野你方唱罢我登场冶袁但

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
题遥 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袁用
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人民走出漫
漫长夜袁 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光明征程遥
野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尧由
理论到现实尧 由一国到多国的发
展袁 归根到底是人类社会基本矛
盾运动的结果遥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是从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走出
来的袁 反映了先进人类对理想社
会制度的追求遥 冶孙来斌从寻求理
想社会的可贵探索尧 马克思恩格
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尧 社会主义
从理论到现实的发展袁 讲述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性遥

坚守初心 造福最广大人民群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哪些鲜
明的中国特色钥 孙来斌表示袁从基本
理念上看袁 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
改革创新统一起来袁 在变与不变的
结合中保持制度活力曰 从制度资源
上看袁 把扎根中国和借鉴国际先进
经验统一起来袁既不夜郎自大袁也不
邯郸学步袁 在民族性与开放性的结
合中保持制度活力曰 从制度主体上
看袁 把坚持党的领导与保证人民当
家作主统一起来袁 既避免了西式民
主的陷阱袁也避免了发展上的野李嘉
图陷阱冶袁在民主与民生的结合中保
持制度活力曰从资源配置机制上看袁
把坚持市场决定性作用和发挥政府
调节作用统一起来袁既告别野计划崇

拜冶袁又拒绝野市场万能冶袁在公平与
效率的结合中保持制度活力遥
讲座上袁孙来斌还以对野初心冶
的多维解释尧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等袁
进一步阐述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袁 揭示了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正是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遥
野听了讲座后袁我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更加有信心了浴 我要以
身作则袁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袁
关心离退休干部的生活袁 帮助下岗
职工再就业和解决生活困难袁 多组
织和参与社区服务活动袁 提高社区
居民的幸福感遥 冶海口市龙华区西湖
社区二支部书记邱宏锐说遥

海南琼西北供水工程计划年内开工

征地范围禁止一切永久性基本建设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 近日袁省
政府发布 叶关于禁止在琼西北
供水工程建设征地范围内新增
建设项目和迁入人口的通告曳
渊以下简称叶通告曳冤遥
叶通告曳要求袁禁止在琼西
北供水工程占地和淹没区进行
一切永久性的基本建设(含扩建
和续建)袁 已批准的项目不再建
设袁在建的项目停止建设曰不得
新栽种多年生经济作物和林
木曰加强户籍管理袁严格控制人
口的迁入遥
叶通告曳明确袁凡违反上述

规定的袁在实施征地移民安置时
一律不予补偿遥除正常的工作调
动尧出生尧婚嫁尧军人转业退伍尧
大中专学校毕业生未被机关企
事业单位录用及刑满释放回原
籍人员等国家政策允许迁入外袁
凡擅自迁入的人口袁一律不按移
民对待袁不负责搬迁安置遥
据了解袁 海南省琼西北供
水工程是海南省水网规划的重
要节水供水工程之一袁目前正在
开展可行性研究阶段工作袁计划
在今年内开工建设遥 据了解袁工
程建设征地具体范围由工程项
目法人设置界桩袁以界桩为准遥

琼西北供水工程建设征地涉及范围
一尧儋州市
那大镇院头潭村曰白马井镇院东
山村尧松鸣村尧英丰村曰大成镇院可运
村曰海头镇院岛村村尧红 洋村尧岭地
村尧那历村尧七柏榔村尧新洋村尧洋家
东村曰南丰镇院尖岭村曰排浦镇院昌王
村尧黑石村曰王五镇院山营村尧新地
村曰雅星镇院白鱼塘村尧大讲村尧东方
农场尧东光农场尧飞巴村尧富克村尧富
盈村尧乐贺村尧乐满村尧龙眼头村尧庙
陀村尧文丰村尧新隆村尧新让黎族村尧
雅星村尧雅星黎族村曰南辰农场曰东

落实袁坚持野新官理旧账冶袁下大力抓
好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和美丽乡
村建设袁 加强垃圾和污水 处 理 设 施
的建设管理袁 逐步推进垃圾分类试
点袁 加快推动近岸网箱养殖向深水
网箱转产转业袁切实把生态环境治理
工作做细做好遥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遥
省委常委出席会议袁 部分现职省
级领导列席会议遥

方农场曰东光农场曰雅星林场遥
二尧白沙黎族自治县
荣邦乡院高峰村尧俄郎村尧福英
村尧岭尾村尧光村曰荣邦乡农场遥
三尧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营西培农场尧国营西华农场尧
国营西庆农场尧国营八一农场尧国营
红岭农场尧国营龙江农场尧国营珠碧
江农场尧国营大岭农场尧国营金川农
场尧国营芙蓉田农场尧国营八一农场
长岭分场尧国营八一农场龙山分场遥

海口排名第一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李兴民冤 7 月 8 日袁 生态环境部
公布了 2019 年 6 月和 1 至 6 月全国
空气质量状况遥 在两项排名中袁海口均
排第一遥
今年 6 月袁 全国 337 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9.2%袁
同比下降 0.1 个百分点遥 2019 年上半
年袁全国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0.1%袁
同比上升 0.4 个百分点袁142 个城市环
境空气质量达标袁同比增加 20 个遥
据了解袁2019 年 6 月袁168 个重点
城市中空气质量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
为海口尧珠海尧中山尧深圳尧拉萨尧厦门尧
江门尧舟山尧惠州尧丽水遥
今年以来袁 海口不断创新大气污
染治理工作机制袁在开展严禁秸秆尧垃
圾露天焚烧工作中袁 充分利用 12345
平台进行督办袁 鼓励市民使用微信举
报涉及野六个严禁两个推进冶办件袁推
动海口空气质量持续向好遥

我省高招期间
信访方式公布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茹冤 2019 年海南省高考录取
工作从 7 月 10 日开始袁 至 8 月 15 日
结束遥日前袁省考试局公布招生录取期
间信访联系方式遥
信访工作时间院
上午 8:00要12:00
下午 15:00要18:00
信访电话院
65850628(兼举报电话)
13098999761
场外信访组地址院
海口市腾鹏大酒店五楼 518 房
(海口市国兴大道兴丹二横路 5 号)
联系电话院36681577
场外信访组电话仅于 7 月 15 日
要22 日开通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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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5 月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