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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这 里 了 解 三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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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多云间晴 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
陆地风向风速：偏西风3－4级转西南风4级
温度：最高33℃ 最低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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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氧离子平均含量
2519个/cm3(6级，优）

（21日16:00至22日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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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
值班电话和邮箱

督察进驻期：2017 年 8 月 10 日-
9 月 10 日

专门值班电话：0898-65361567
专门邮政信箱：海口邮政专用信

箱第 405 号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 8︰00-

20︰00

6集政论专题片
《法治中国》

今晚播出第六集
本报讯 6 集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

昨晚 8 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第五集《公
正司法（下）》。今晚 8 点将播出第六集

《全民守法》。
据悉，《法治中国》共分六集，分别为

《奉法者强》、《大智立法》、《依法行政》、
《公正司法（上）》、《公正司法（下）》、《全
民守法》。

该片以建设法治中国为主题，以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大
决策部署和重大成就为主线，内容涵盖法
治建设主要方面，既有权威、严谨的理论
阐述，突出思想性和理论深度，又有丰富、
生动的案例故事，体现人民群众因法治进
步而不断增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公正司法（下）
——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

解说词（第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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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动员、定方案、抓落实

三亚力争用100天打赢项目投资会战
本报记者 陈吉楚

完成全年投资计划，实现经济增长
目标，推动“一支柱两支撑”产业格局落
实，建设精品城市、打造幸福三亚，项目
建设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抓手。近日，市
委、市政府决定组织开展三亚市项目投
资百日会战活动，制定实施方案，动员
全市上下用 100 天，以会战的状态、严
实的作风，加快推进项目建设，打赢项
目投资会战。

作动员：
全力以赴 抓好项目建设

8 月 18 日晚，三亚市项目投资百日
会战动员大会定调，决定在今年 8 月 20
日至 12 月 31 日组织开展三亚市项目投
资百日会战活动。

之所以连夜召开动员大会，是因为
三亚今年 1-7 月投资增长速度离既定
目标还有差距，要完成全年投资任务还
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和挑战。

市发改委主任张利介绍，1-7 月，三
亚全社会固定资产完成投资 435.61 亿
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 50.6%，同比增长
5.3%，低于年初预期目标 4.7 个百分点，
低于序时进度 7.7 个百分点。7 月当月
仅 完 成 54.92 亿 元 ，同 比 减 少 14.59 亿
元，下降 21%。

探究原因，可以用少、低、慢来概
括。新开工大项目偏少，新开工项目中
总投资 10 亿元以上项目仅 11 个，比去
年同期减少 5 个。项目开工率低，列入
年度投资计划的 199 个新开工项目，仅
有 65 个项目开工，开工率为 32.6%。项

目要素保障不到位，审批流程环节较长
影响投资进度。上半年国有土地实际
供应仅占全年计划供应的 10%，明显低
于序时进度；部分年度投资额较大的项
目因规划、用林、环评等原因，未有实质
性开工或投资未达到预期目标，无法有
效推动后续投资增长。此外，棚改安置
区进展较慢，影响全市投资年度任务完
成；政府投资项目因受融资政策调整、
征地等因素影响，完成进度较慢。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严朝君在会上

强调，要充分认识到项目建设的极端重
要性，切实增强紧迫感，把项目建设作
为当前全市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会
战的状态、严实的作风，全力以赴抓好
项目建设。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岩峻要求，各
职能部门要切实抓好项目供地工作，全
力保障项目用地；要抓好已开工项目建
设进度，未开工项目要开工建设。同时
做好政府投资项目资金匹配，抓好招商
项目落地。

目前，三亚已编制百日会战投资计
划表，明确投资项目 349 个，包括 72 个
竣工项目、156 个续建项目、121 个新开
工项目，涉及棚改片区安置房、三亚客
运交通枢纽综合商业配套项目、抱坡溪
湿地公园、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三
亚分校）项目等一批重大民生工程，以
及海棠水稻公园小镇、国家杂交水稻三
亚南繁综合试验基地等产业项目。

（下转三版）

8 月 22 日，俯瞰三亚大桥建设工地，数十台机械设备和车辆正在施工，加快拆除老桥桥墩。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本报海口8月22日电 按照国务院批
准的《海洋督察方案》，国家海洋督察组
（第六组）近日进驻海南省开展海洋督察
工作。8 月 22 日，国家海洋督察组（第六
组）督察海南省工作动员会在海口召开，
国家海洋督察组（第六组）组长林山青作
讲话，海南省省长沈晓明作了动员讲话。

督察组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强国建设
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海洋督察是
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
强国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海洋领
域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国务院授权国
家海洋局对地方人民政府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海洋资源环境重大决策部署、涉
海法律法规和计划、规划、重要政策措施、
突出问题及处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海
南省各级政府要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践行新发展理念，确保党中

央、国务院有关海洋资源环境的大政方针
落地生根。

督察组强调，国家海洋督察组（第六
组）进驻海南省，将本着“把脉体检，开方
督办”的原则，重点督察党的十八大以来
省政府贯彻落实国家海洋资源开发利用
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解决突出资源环
境问题、落实主体责任情况。本次围填海
专项督察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当前围填海
管理方面存在的“失序、失度、失衡”等突
出问题，紧盯中央高度关注、群众反映强
烈、社会影响大的围填海问题及处理情
况，重点检查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作
为、乱作为的情况，重点督办人民群众反
映的海洋资源环境问题的立行立改情况。

督察组要求，海南省和沿海市县政府
要积极配合督察组工作，不回避问题，不
推卸责任，对督察中发现的违法违纪线索
要严肃处理；同时要坚持边督边改、立行
立改，从查摆的问题中认真总结，进一步
健全海洋资源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系统
提升“管海”“护海”能力水平。

沈晓明表示，这次督察是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加强海洋环境保护和法治政府建
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是对海南海洋保
护与利用的一次体检、问诊和把脉，也是
海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工作、提升
能力的一个契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海
南人民的“饭碗”，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
度，充分认识这次专项督察的重大意义，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
的决策部署上来。

沈晓明强调，要认真做好全面梳理自
查工作，要围绕督察内容，坚持问题导向，
围绕围填海和海岸带保护责任目标，通过
自查，找出差距，找出问题根源，拿出切实
可行的整改措施；要全力做好配合工作，
认真做好会议安排、资料准备、当面沟通、
外业核查、下沉督察、举报受理、舆论引
导、突发事件应急、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
严明纪律，确保督察工作顺利开展；要狠
抓问题的整改落实工作，着力解决突出问
题，分类施策，强化督办落实，用好督察反

馈成果，坚持治标和治本一起抓、预防和
整治一起抓，构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长效
机制。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主持会
议。 国家海洋督察组（第六组）全体成
员，省政府秘书长陆志远参加会议。

根据安排，国家海洋督察组进驻时间
约 1 个月。进驻期间（2017 年 8 月 22 日—
9 月 21 日 ）设 立 专 门 电 话 ：0898—
65355853；专门信箱：海口市专用邮箱 406
号。督察组主要受理涉及围填海管理方面
的举报，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8：00—
20：00。进驻期间，督察组不接待走访。

副市长李劲松在三亚分会场收听收看
电视电话会议。

李劲松说，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此
次专项督察工作，处理好各项工作之间的
关系，不能推诿扯皮，做好立行立改工作
和自查工作，对于督察工作中所需的书面
材料及相关资料要提前准备，及时提交，
并对资料进行严格把关和审核，确保真实
性和准确性。 （沈 宣）

国家海洋督察组（第六组）进驻海南

本报海口 8月 22 日电 近日，经国务
院授权，国家海洋局派出6个督察组分别进
驻辽宁、河北、江苏、福建、广西、海南等6省
（区）开展海洋督察。今天上午，国家海洋
督察组（第六组）在海口举行沟通见面会，
国家海洋督察组（第六组）组长、国家海洋
局副局长林山青，省委书记刘赐贵分别讲
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出席会议。

刘赐贵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督察组进
驻海南表示欢迎，对国家海洋局长期以来
对海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此

次督察组对地方海洋工作和用海情况进
行督察，是对海南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大力支持，必将有力推进我省海洋生
态环境的保护，促进海洋资源更高水平地
开发利用，进一步推动海南规范用海、依
法用海、科技用海、集约用海。

刘赐贵要求，各级各有关单位要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海洋环境保护、海洋强国的决策部署上
来，抓住当前国家对我省陆海生态环境集
中督察的“黄金机遇”，认真听取群众意

见，对发现的问题能整改的立即整改，一
时难以整改的要制定整改计划，举一反
三，形成长效机制，依法依规解决。希望
督察组严格督促，帮助我们发现问题、整
改问题，进一步推动海南经济社会发展。

林山青表示，海洋督察是党中央、国
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强国建设
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对加强海洋管理、
促进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
国务院授权国家海洋局对地方人民政府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海洋资源环境重大

决策部署、涉海法律法规和计划、规划、重
要政策措施、突出问题及处理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督察组将与省委、省政府一道，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海洋资
源环境的要求部署，共同查找海洋资源环
境管理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存在的问
题和薄弱环节，共同研究办法妥善解决问
题，推进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省委
常委、秘书长胡光辉参加。

（沈 宣）

国家海洋督察组（第六组）
在海口举行沟通见面会

刘赐贵沈晓明林山青出席

三亚3267套公租房
预计10月底交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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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今年将建设
919个充电桩

4版

携手世界小姐 开启美丽之约

“三亚日”活动
走进英国伦敦

3版

近日，有人冒充三亚日报广告从业人
员承接三亚日报的广告业务，并通过微信
转账骗取消费者钱财，本报特此声明，三
亚日报 2017 年 8 月 2 日起自主经营广告业
务，目前未授权任何公司、网站及个人（本
报广告业务员除外）从事广告业务，也并
未在网上公布广告业务的热线电话。三
亚日报善意提醒广大消费者：办理三亚日
报广告业务请核实业务员身份，付款时报
社一律出具正规发票，谨防受骗。

特此声明
三亚日报广告热线：0898-31886996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三亚迎宾支行
账号：2201002709200066696

地址：三亚市迎宾路 145 号天际大厦四楼

三亚日报社
2017年 8月 23日

声 明

全力推进项目投资百日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