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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这 里 了 解 三 亚

S A N Y A D A I L Y

白天：多云 夜间：多云
陆地风向风速：东北风3－4级
温度：最高28℃ 最低21℃

三亚地区天气预报

三亚市气象台昨日17时发布

三亚负氧离子含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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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今日空气质量预报：： 一级一级（（优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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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26 日 16:00 至 27 日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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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2月 27 日电 博鳌亚洲论坛
2017 年年会定于今年 3 月 23 日至 26 日举
行，主题为“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
来”。今天下午，博鳌亚洲论坛 2017 年年会
筹备工作启动大会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
刘赐贵在会上指出，要以问题为导向做精
做细年会服务保障，精心策划做好利用论
坛各项工作，推动年会服务保障水平再上
新台阶。

省服务与利用博鳌亚洲论坛联系会议
工作机制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了论坛 2017

年年会有关情况，以及我省服务与利用论
坛年会相关工作安排。省委宣传部、省公
安厅、省安监局、省住建厅、省卫计委、省食
药监局等有关单位和琼海市负责人依次汇
报了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刘赐贵强调，博鳌亚洲论坛 2017 年年
会是今年我国主场外交的开篇之作，首次
实行“一地办会”，是我们当下面临的一项
重要任务。各有关单位要充分把握今年的
新形势、新情况，切实增强做好年会各项筹
备工作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按照职责分

工逐项推进落实，认真、扎实、有序地把各
项筹备工作做好。各地、各部门要抓住机
遇，利用好论坛影响力提高对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的带动效应。

刘赐贵要求，要以问题为导向，做精做
细年会服务保障工作。特别是对接待服
务、安保安检、物价调控、综合环境整治等
方面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地方，要有针对性
地查漏补缺、精准发力、认真解决。要高水
平高质量完成各项活动安排，确保各个环
节、各项细节万无一失。要努力创新、改进

接待工作，进一步提升水准，多听取意见、
完善细节，更好满足个性化需求。要把安
全作为年会服务保障的重中之重，加强沟
通协调，细化工作方案，便利参会代表，确
保年会期间全省安全形势稳定。

刘赐贵指出，论坛年会有大批国内外
政要、省部委领导、知名企业家、行业领军
人物和顶级专家学者来到海南，这是我们
沟通联络、寻求合作、促进发展的绝佳机
遇。各市县各部门要结合自身需求，想方
设法、千方百计把论坛年会资源用足用好

用活，精心策划、扎实做好利用论坛各项工
作。要做好精准对接，提前做足功课，结合
自身需要，主动汇报沟通，寻求政策、项目、
资金支持。要围绕十二个重点产业，针对
参会企业开展产业推介、经贸交流和招商
洽谈，力争在项目对接上有很好的成效。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主持会
议，并就落实会议精神加快各项筹备工作
提出具体要求。省政府秘书长陆志远出
席。 （沈 政）

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
海南省筹备工作启动

刘赐贵出席启动大会并讲话

本报海口 2 月 27 日电 为全面贯彻落
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意见》，根据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今天上午，全省进一步推进生态环境六
大专项整治和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召开。省长刘赐贵强调，要以问
题为导向，突出工作重点，深入推进生态环
境综合整治和百个特色产业小镇千个美丽
乡村建设，努力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

会议由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
主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许俊，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马勇霞，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瑞连，副省长李国
梁、王路、何西庆，省政协副主席史贻云，省
政府秘书长陆志远在主会场出席会议。省
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在海口分会场
出席会议。会议通过视频系统开到全省所

有市县和乡镇，全省行政村以上干部、相关
企业负责人共一万多人参加会议。

会上，省政府分管领导总结部署了城
镇内河（湖）水污染治理、林业与山体生态
修复和湿地保护、违法建筑整治、城乡环境
综合整治、大气污染防治、土壤环境综合治
理等六大专项整治，以及美丽海南百个特
色产业小镇千个美丽乡村的建设工作。会
议印发了《海南省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专
项整治工作方案》等六个专项整治行动方
案和《海南省美丽乡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17-2019）》，对进一步推进六项整治和
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刘赐贵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坚决贯彻落实“倍加珍
惜、精心呵护海南生态环境”、“谱写美丽中

国海南篇章”的要求，加大生态环境综合整
治力度，确保海南的生态环境只能变好不
能变差，扛起海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责
任担当。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此次会议，
多次进行专题研究、作出安排部署，又对相
关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全省上下要以问题
为导向，严守生态底线，突出工作重点，把
落实习总书记的嘱托和建设美丽海南、创
建全域旅游示范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他
就此提出了十个方面的工作要求。

一是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问政
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在整治和建设
行动中绝不搞“面子工程”、不弄虚作假，既
要好看又要实用，赢得百姓的积极参与和
欢迎拥护，形成长效机制。二是正确认识
美丽乡村的内涵实质。围绕宜居宜业宜游

的目标，促进生态、生产、生活紧密结合相
得益彰。三是让群众最大限度地共享良好
生态资源。在任何开发建设活动中，都要
坚持生态资源是全省人民共享的理念，将
当地群众融入开发建设活动，让百姓从中
得到实惠，让海南的百姓依靠良好生态过
上好日子，把绿水青山变成百姓的金山银
山。四是发挥社会力量在整治和建设中的
主体作用。要营造良好环境，促进农业、林
业与二、三次产业的融合，大力发展休闲农
业、观光林业。五是充分挖掘和弘扬海南
民族、地方特色文化。在规划建设中形成
各自特色，防止千村一面，使镇村能把人引
得去、留得住、住得下。六是全力推动“五
网”基础设施建设。各地都要抓住难得机
遇，提升本地基础设施水平，继续抓好乡村
教育、卫生工作，加强人才引进和培训，补

上重要的短板。七是突出重点，落实责任，
形成合力。突出脱贫攻坚重点，将全域旅
游、百镇千村建设作为切入点，以问题为导
向，形成合力。八是建章立制，严格依法依
规。要把依法依规贯穿在整治、开发、建
设、管理的始终，严格廉洁自律。九是营造
干事创业，建设美丽海南、幸福家园的良好
氛围。调动社会各界特别是创业者的积极
性。十是完善激励奖惩机制。用整治和建
设的成效检验政府干部的作为和能力，对
不作为、乱作为的干部要严肃问责。政府
系统各级、各部门干部要加强学习，提升工
作本领，切实抓好六项整治和百镇千村的
各项部署，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和
省第七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沈 政）

全省进一步推进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和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突出工作重点 深入推进美丽海南建设
刘赐贵出席并讲话

三亚召开进一步推进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和特色产业小镇、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会议，严朝君强调

以担当实干的作风确保工作落地见效
本报讯（记者 张雪锋）2 月 27 日上午，

三亚组织收听收看全省进一步推进生态环
境六大专项整治和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并于会后随即在市委一楼
报告厅召开三亚市进一步推进生态环境六

大专项整治和特色产业小镇、美丽乡村建
设工作会议。市委书记严朝君强调，要认
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上来，把生
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和特色产业小镇、美

丽乡村建设纳入“双修”范围，全力打造三
亚“双修”升级版。要以担当实干的作风
开路，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会议对我市进一步推进生态环境六大
专项整治和特色产业小镇、美丽乡村建设

工作进行部署。吴岩峻、任笑竹、邓忠、陈
小亚、傅君利、尚林、许振凌、李劲松、陈晓
昆、蓝文全、王铁明、戴玉明等市领导出席
会议。会议由邓忠主持。

会上，严朝君强调，各区、各部门要认真

学习领会刘赐贵省长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
上来。刘赐贵省长在会上深刻阐述了推进
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和美丽海南百镇千
村工作的重要意义，指出了需要重点关注和
整治的问题，并对做好工作提出了明确要
求，为我们统筹做好工作明确了方向和路
径。各区、各部门要及时传达这次电视电话
会议精神特别是刘赐贵省长的重要讲话精
神，认真抓好贯彻落实，确保完成目标任务。

（下转二版）

>>>今日推出创文巩卫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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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吉阳区环卫工人手举标语，向三亚市民倡议全民“巩卫”。 本报记者 翁叶俊 摄

2016 年“双暂停”调控政策实施
以来，我省房地产去库存调结构步伐

加快，市场行情稳步提升——

“双暂停”实施满周年
房地产市场运行平稳向好

2016 年 2 月 23 日，我省正式出台“两
个暂停”房地产调控政策。至今，“双暂
停”调控政策实施满一周年，有力地促进
了商品房销售和库存消化，我省房地产市
场总体运行平稳，房地产结构进一步优
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