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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晓明在省纪委监委干部大会上强调

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建设清廉自由贸易港
商报全媒体讯 4 月 29 日袁 省纪委
监委召开干部大会袁 宣布中央有关人事
安排的决定遥 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
话袁要求全省纪检监察系统学懂弄通做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
要论述精神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尧政
治领悟力尧政治执行力袁纵深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袁建设清廉自由贸易港遥
经中央批准袁 陈国猛同志任海南
省委常委尧省纪委书记遥

沈晓明表示袁 选派陈国猛同志到
海南工作袁 是中央着眼于全国纪检监
察工作大局和海南省委班子建设需
要袁通盘考虑尧慎重研究作出的人事安
排袁 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对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高度重视袁 以及对
海南省委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亲切
关怀遥
沈晓明强调袁 全省纪检监察系统

要坚持不懈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精神袁 深入
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方针袁 坚定不移推
进反腐败斗争袁 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营造
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遥 要坚持不懈推
进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袁 健全完善
野4窑13冶监督检查工作机制尧贯彻党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的督
查问责机制袁 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在海南落地见效遥要坚持不懈纠治野四
风冶袁 落实作风整顿建设年各项要求袁
持续在常和长尧严和实尧深和细上下功
夫袁 以钉钉子精神把作风建设抓深抓
实抓出新成效遥 要坚持不懈一体推进
不敢腐尧不能腐尧不想腐袁将正风肃纪
反腐与深化改革尧完善制度尧促进治理
贯通起来袁 确保有更多的制度性成果
和更大的治理效能遥 要坚持不懈健全

完善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战略格局袁促
进构建系统集成尧 协同高效的监督体
系遥 要坚持不懈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
设袁锤炼过硬政治品格袁自觉接受严格
约束和监督袁 以过硬队伍保障纪检监
察工作高质量发展遥
省委常委尧 省纪委书记陈国猛作
表态发言袁省委常委尧组织部部长徐启
方主持会议并宣读有关任免文件遥
渊沈伟冤

沈晓明在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和全省统战部长会议上强调

充分发挥凝心聚力优势作用
当好自由贸易港建设主力军
李军出席有关会议

商报全媒体讯 4 月 29 日袁省委统
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和全省
统战部长会议分别在海口召开遥 省委
书记尧 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沈晓明出席并讲话袁 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袁 凝心聚力
推动统战工作上大台阶袁 为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凝聚人心尧汇聚力量遥
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副组
长李军尧苻彩香尧孙大海分别出席有关
会议遥
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全体
会议审议通过 叶海南省贯彻落实<中
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实施
方案及重点任务分工方案曳叶中共海南
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 2021 年

工作要点曳等文件遥全省统战部长会议
传达学习了全国统战部长会议等会议
精神遥
沈晓明强调袁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袁需
要最大限度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力
量袁 统一战线要强化思想引领袁 胸怀
野两个大局冶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袁
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袁

当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主力军遥 要
培育民企发展土壤袁 推动民营经济发
展袁做到野迈开腿冶送政策和服务上门尧
野搭把手冶 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瓶颈
问题尧野张开嘴冶加强政企沟通袁特别
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在构建亲清政商
关系上作示范尧树榜样遥 要加快民族
地区发展袁保护尧传承和弘扬少数民
族文化袁以战略眼光抓好少数民族干

2021 年海南省社科联系统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培训班举行结业仪式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自贸港建设强大动力

部培养遥 要做好宗教工作袁提高引导
水平袁依法打击非法宗教活动尧迷信
行为遥 要支持素有浓厚爱国爱乡情感
的琼籍海外乡亲参与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袁 为海外青年人才来琼就业创业
营造良好环境遥 要提升各民主党派参
政议政水平遥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袁为
新时代海南统战工作上大台阶提供坚
强组织保障遥
渊沈伟冤

首届消博会
纪念封将发行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 摄影报道冤 4 月 29 日袁2021 年海南省社科联系统党史学习
教育专题培训班在定安母瑞山干部学院渊筹冤举行结业仪式遥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尧专职副主席袁省社科院副院长袁
省社科联机关党委书记尧社会组织综合党委书记詹兴文出席遥 培训班 70 余名学员参加遥
培训班主题鲜明袁安排叶弘扬母瑞山
革命精神曳叶百年党史启示院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曳叶防范意识形态风险袁 维护国
家安全曳叶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曳
等专题教学课程袁红色教育片叶解放海南
岛战役曳 等影像教学袁 给党员过政治生
日尧唱红歌等红色文化主题活动袁缅怀先
烈尧重温入党誓词尧重走红军路等体验教
学袁参观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尧乡村
振兴示范点等现场教学袁 进行党史知识
考核并奖励考核成绩前五名学员袁 内容
聚焦党史学习教育袁丰富多彩遥
为期三天的培训袁高效紧凑袁省社科
联机关党委所属党组织党员袁 省社科联
社会组织综合党委所属党组织党员袁国

际旅游岛商报社党支部党员代表认真学
习党史袁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学习任
务袁提高了思想认识袁坚定了理想信念袁
明确了发展方向袁展示了优良学风遥
学员纷纷表示袁 将立足建党百年历
史新起点袁以此次培训为契机袁牢记初心
使命袁继承红色传统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
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强大动
力袁 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和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 会科 学 体 系 中作 出 更 大 贡
献袁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遥
培训期间袁 詹兴文主持召开了社会
组织党总支部书记座谈会遥 安排部署党
史学习教育和社会组织学部党建工作遥

5 月海南离岛免税店将发放 100 万张代金券
总金额超过5000万元 为每位离岛旅客提供每套865元的代金券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柯育超 实习生 邱惠颖 通
讯员 李学锋冤 商报记者从海南省
商务厅获悉袁5 月 1 日至 31 日袁省
商务厅将组织 9 家免税店为每位离
岛旅客提供每套 865 元的代金券袁
代金券数量共 100 万张袁 总金额超
过 5000 万元遥
据了解袁每套代金券享有以下
权益院 中免集团 5 店通用精品券尧
香化百货券各 50 元袁 海发控全球
精品免税城香化类尧酒水类尧眼镜

类代金券各 55 元袁 深免海口观澜
湖免税城美妆香化尧 时尚精品尧珠
宝腕表尧电子产品尧进口酒水尧玩具
6 大类商品代金券各 50 元袁三亚海
旅免税城腕表尧服饰尧箱包皮具类
代 金 券 50 元 尧 香 化 类 代 金 券 50
元袁中服免税三亚国际免税购物公
园代金券 200 元遥
消费者可登录海南 野码上办
事 冶APP 或 在 微 信 尧 支 付 宝 搜 索
野码 上 办 事 冶 小 程 序 袁 通 过 授 权 进
入野 码 上 办 事 冶 一 码 通 消 费 码 后 袁

点击野领券中心冶即可领取袁领取
成功后可在野我的卡包冶中查看代
金券详情遥
据介绍袁 免税代金券有效期截
至 5 月 31 日遥 每人每店每种代金券
限领一张袁仅限本人使用袁具体可购
买的商品类别根据各店活动确定袁
消费者可以通过查看代金券详情了
解各张代金券的具体使用规则遥 若
使用代金券购买商品产生退货时袁
仅退还订单实付金额袁 代金券不予
退还遥 代金券不设找零袁 不兑换现

金袁遗失不补遥
本次免税 促 销活 动 覆 盖 全省
所有开业的 9 家离岛免税店袁消
费者前往任意一家 免税店袁 均有
相应可以使用的代金券遥 在代金
券有效期内袁 消费者到店购买离
岛免税产品时打开野码上办事冶展
码支付袁 即可享受相应券面金额
的优惠遥
除了发放代金券袁 海南省商务
厅还指导各家免税店推出了一系列
促销活动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柯育超 实习生 邱惠颖冤 首届中
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渊以下简称野消
博会冶冤 将于 5 月 7 日至 10 日在海南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袁为纪念首届中国
国际消费品博览会袁中国邮政特限量
发行纪念封 20000 枚袁 将在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首日发行遥 展会期间袁
参展和观展的市民朋友们可免费领
取尧收藏尧邮寄遥
据了解袁叶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
博览会曳 纪念 封 袁 以 个 性化 邮 票 1
枚袁首届主题 LOGO尧举办地海南国
际会展中心和吉祥物标志邮戳为主
要内容遥
以四面彩色飘带为主视觉袁 旋转
的飘带充满动感和活力袁 寓意世界各
个国家和众多全球知名品牌汇聚海
南袁共享政策新机遇遥举办地海南国际
会展中心采用线描的表现手法袁 突出
展会的国际性和现代感遥 背景中还点
缀椰树剪影图形袁突出海南特色风情袁
给人轻松愉悦感遥 纪念封整体画面有
一种向心凝聚力袁 寓意海南将以最开
放的姿态尧最贴心的服务袁为各国展商
搭建专业化尧市场化尧国际化尧信息化
的贸易投资平台袁 为全球贸易商和投
资者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遥
叶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曳
纪念封袁 经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授
权袁由中国邮政发行袁是一份特别的
纪念品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