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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

不折不扣把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到位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牢牢守住生态环保底线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 5 月 11 日袁省委书记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袁
全文传达叶海南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曳和中央环保督察反馈会精神袁研究我省贯彻意见袁部署反馈
问题整改工作遥 刘赐贵强调袁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袁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始
终坚守野海南的生态环境只能更好不能变差冶的底线袁立行立改尧即知即改尧举一反三袁不折不扣将反馈问题
按时整改到位袁以实际行动加快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袁切实扛起建设野美丽中国冶的海南担当遥

各市县及洋浦开发区党政班子以
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在分会场参加有
关议题遥
会议指出袁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
向我省反馈的督察情况袁 从建设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高度袁 既客观总结
了我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海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尧 积极推进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建设的成效袁 更实事求是
分析了存在的突出问题遥 从督察反馈
问题来看袁 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尧 完善
生态环保工作机制和问题整改推进机
制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袁 必须狠抓
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袁 深入剖析问
题尧分析根源尧找出症结袁加快推动生
态环境保护领域问题得到切实解决遥
会议强调袁 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
各级党政野一把手冶要进一步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袁增强野四个

意识冶尧坚定野四个自信冶尧做到野两个维
护冶袁 从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反馈问
题袁担负起保护生态环境的政治责任袁
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海南自贸港
建设的底线袁想问题尧办事情尧谋发展
都要始终牢牢守住生态环境底线袁确
保海南生态环境只能更好尧不能变差遥
要按照习总书记野4窑13冶重要讲话和中
央 12 号文件精神的要求袁在加快推进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过程中不断
有创新尧有发展尧有作为袁切实扛起建
设美丽中国的海南担当遥 要健全整改
工作责任制袁 对反馈整改问题逐一明
确整改内容尧整改实效尧整改时限和具
体责任单位尧责任人袁省中央环境保护
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挂牌
督战尧举一反三袁以实际行动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遥 要依法依规严肃尧精
准尧有效地实施问责袁对中央生态环保
督察组交办案件要实事求是尧 客观公正
及时调查处理袁对没有能力推进整改尧

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的干部要及时调
整袁 让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岗位做合适
的事袁坚决按时序完成各项整改任务遥
会议总结了近期以来全省上下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全面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取得的良好成效袁 分析了当
前疫情防控形势袁 研究部署下一阶段
工作袁要求继续以野超常规冶的认识尧举
措尧行动和成效袁统筹抓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遥 要有
超常规的认识袁 准确把握当前全球严
峻的疫情形势和当前做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的重大任务袁 抓实抓细常态化防
控举措袁 深入分析疫情对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严重影响袁
坚决推进决战脱贫攻坚尧 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袁 确保海南自
贸港建设开好局尧起好步遥要有超常规
的举措袁着力发现问题尧研究问题尧解
决问题袁切实抓好省委省政府 43 条超
常规措施的全面落实落地遥 要有超常

规的行动袁以野一天当三天用冶的干劲袁
心无旁骛推进自贸港建设各项目标任
务袁努力把受影响的时间尧损失和工期
进度抢回来遥
会议要求袁重点从 11 个方面努力
取得超常规的成效院 一是农业要加快
推动扩种尧 增养和组织农民工外出务
工袁扎实推进农业增产尧农民增收曰二
是工业要突出重点袁加快调整结构尧扩
能挖潜的步伐曰三是投资要紧扣项目尧
抓住机遇袁加快推动新基建尧疾病预防
控制体系尧污染防治等基础设施建设曰
四是消费要鼓励新业态尧新模式发展袁
充分挖掘消费潜力曰 五是要着力抓好
引进内资尧利用外资工作曰六是要不断
优化营商环境袁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曰七
是进一步加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引
进力度曰八是着力抓好复学复课工作袁
确保师生身心健康曰 九是确保复工复
产安全生产曰 十是高水平高质量推进
平安海南建设袁 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

环境曰 十一是抓实公共项目跟踪监督
全覆盖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袁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遥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叶推进野百
家 央 企 进 海 南 冶 行 动 方 案 渊2020 2022冤曳袁 要求相关部门紧紧抓住海南
自贸港建设契机袁紧盯重点企业尧重点
行业尧重点项目袁深挖潜能尧积极主动
对接袁做好跟踪服务袁以野一天当三天
用冶的干劲抓紧尧抓实尧抓细招商工作袁
以超常规举措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遥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 叶海南省
节庆活动管理实施细则曳袁强调办会办
展要突出实效袁强化品牌培育袁注重厉
行节约袁 严格资金管理袁 注意活动安
全袁推动节庆活动市场化尧规范化尧制
度化尧科学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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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领导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
会议遥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要求

以超常规举措高质量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
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小康各项目标任务
沈晓明毛万春李军参加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 5 月 11 日袁省委书记尧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刘赐贵主持召开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会议袁传达学习就业扶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袁通报 2019 年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情况袁审议脱贫攻坚有关文件袁研究
部署下一步工作遥 刘赐贵强调袁要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海南的系列重要讲话尧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袁认真总结经验尧戒骄戒躁尧保持清醒尧攻坚克难袁以超常规举措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袁高质量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
果袁以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的实际行动体现增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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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遥

省委副书记尧 省长沈晓明在会上
就相关工作作具体部署遥 省领导毛万
春尧李军尧毛超峰尧蓝佛安尧何忠友尧童
道驰尧肖莺子尧肖杰尧刘星泰尧彭金辉尧
孙大海尧何西庆尧刘平治袁省军区领导
郑少波等出席会议遥
会议传达学习了关于进一步做好
就业扶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曰听
取了 2019 年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
发工作成效考核情况汇报曰 审议通过
了叶关于审定 2019 年市县党委和政府

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结果的请示曳叶关于
审定 2019 年度省派定点扶贫工作成
效考核结果的请示曳叶关于表彰 2019
年度海南省打赢脱贫攻坚战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的决定曳曰决定适时召开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誓师大会遥
刘赐贵强调袁 我省连续两年在扶
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中取得较好成
绩袁是全省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袁来之
不易遥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袁巩固
提升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艰巨袁

容不得任何松劲懈怠遥 我们要牢记习
总书记野小康不小康尧关键看老乡冶的
嘱托袁戒骄戒躁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中央和习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
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袁 以实际行动推
动广大农民群众持续增收袁 确保全面
小康路上不落一人遥
刘赐贵指出袁保持戒骄戒躁的作
风袁继续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袁关键
是要保持清醒头脑尧 坚持问题导向袁
通过对扶贫大数据的跟踪分析和精

准入户调查袁发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
么问题袁及时采取措施尧组织培训尧上
门服务袁紧紧围绕扩种尧增养和组织
外出务工三个重点把工作做扎实遥 要
把决战脱贫攻坚作为统筹推进常态
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内容袁采取超常规举措袁新开工项目
用工尧新增公益性岗位优先使用贫困
劳动力遥 扩种尧增养的同时要加强农
产品品牌建设尧 加大市场营销力度尧
深入推进消费扶贫野春风大行动冶袁以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整改等事项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 5 月 11 日下午袁省长沈晓明主持召开
七届省政府第 49 次常务会议袁研究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整改等事项遥
会议审议了叶2019 年食品安全
工作评议考核整改方案曳遥 会议指
出袁 确保食品安全是民生工程尧民
心工程袁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尧
自贸港建设和海南热带农产品供
应全国市场等对食品安全工作提
出了更高要求遥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野四

个最严冶的要求袁自觉将其作为一
项重大政治任务袁 摆上重要位置尧
列入重要议程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
度袁深刻汲取历史教训袁认真抓好
问题整改袁尤其要注意热带农产品
的安全袁确保人民群众野舌尖上的
安全冶遥
会议听取了国家 海 洋 督 察反

馈整改工作情况汇报袁要求进一步
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袁落实好
市县政府主体责任袁加快推进问题
整改袁对已经完成的任务开展野回
头看冶袁 确保所有任务按期保质整
改到位遥
会议研究了叶海南省公安机关
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实施细则 渊暂

行袁 送审稿冤曳叶海南省建设工程招
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渊送审稿冤曳叶国家热带农业科学中
心 建 设 规 划 渊2020 -2035 年 袁 送 审
稿 冤曳 叶 海 南 省 消 防 条 例 渊 修 订 草
案冤曳叶关于修改<海南省红树林保
护规定>等四部法规的决定 渊草
案冤曳等文件遥

各种形式既要把农产品卖出去尧又要
卖个好价钱袁推动增产又增收遥 各级
各部门要确保对扶贫工作的重视程
度不减尧力量不减尧资金不减尧措施不
减袁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宣传引导措
施袁切实提升广大农民包括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内生动力袁高质量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遥 要提升扶贫资金使用效率
和安全性袁加强资金监管袁对于触碰
高压线的扶贫领域腐败问题袁坚决依
法依规惩处遥

投资持续向好
全省 4 月新增
市场主体 24642 户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冤 5 月 11 日袁商报记者从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尧 海南省商务
厅尧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了解到袁随着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不断深入袁野一网通
办冶野一窗通办冶野一次不跑冶 等改革举
措给市场主体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遥
截至 4 月底袁 海南新增市场主体总量
持续增长袁全省市场主体已达 962633
户遥 今年 1 月至 4 月袁全省新增市场主
体 61451 户袁同比增长 11.75%遥其中袁4
月新增市场主体 24642 户袁 同比增长
39.17%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