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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这 里 了 解 三 亚

S A N Y A D A I L Y

白天：多云间晴
夜间：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
陆地风向风速：南到西南风3－4级
温度：最高34℃ 最低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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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9个/cm3(6级，优）

（4日16:00至5日16:00)

三亚新闻网 www.sanyar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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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课怎样上
更科学？

——三问科学课进课堂

■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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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督察组
（第六组）进驻海南
开展海洋专项督察

督察进驻期：
2017 年 8 月 22 日-9 月 21 日
督察组主要受理涉及围填海

管理方面的举报
值班电话：
0898-65355853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 8：00—20：00
专门信箱：
海口市专用邮箱 406 号

习近平主持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共同建设广泛的发展伙伴关系
携手开辟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

国家主席习近平5日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主持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各方要加强
团结协作，共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机遇，共同建
设广泛的发展伙伴关系，携手开辟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 吴合庆）9 月 5 日下午，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严朝君主持召开市委
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 2017 年第一次全
体会议，强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发挥市委
统一战线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的优势和
职能，凝心聚力画出最大的“同心圆”，为
建设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争当建设美好
新海南排头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陈正光，副市长
许振凌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2015 年 5
月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省
委刘赐贵书记在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
小组 2017 年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和
在省委常委会会议上关于做好党外知识
分子统战工作的讲话精神，书面学习习总
书记关于统一战线重要思想概要等文件。

严朝君强调，做好全市的统战工作，
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一战线
的重要思想，切实增强做好统战工作的责
任感和紧迫感。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委关于统战工作的重大决策和部署要
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从遵守党的政

治纪律的政治高度，从有利于事业发展的
全局高度，一如既往地贯彻落实好相关规
定。

严朝君指出，广交深交党外朋友是统
战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巩固发展最广泛
的统一战线、寻找“最大公约数”的有效方
式，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把争
取人心、凝聚共识贯穿于各领域、各方面、
各环节工作中。市委印发的《中国共产党
三亚市委员会工作规则》，明确了市委常
委会成员每年定期到定点联系的民主党
派、工商联、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开展调
查研究，听取意见建议。各相关单位和广
大干部要积极深入基层一线，与各界别的
统战对象多接触、多谈心，让每个统战干
部都成为“党外人士之友”，把统战系统建
成“党外人士之家”，为党团结挚友诤友。
三亚“候鸟”群体中有很多知识分子，相关
部门和各区要主动谋划，积极作为，把“候
鸟人群”纳入工作的视野范围、工作对象，
加强引导，建立平台，充分调动“候鸟”人
才热爱三亚、服务三亚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

严朝君表示，做好统战工作，从来不

是为了好看、为了好听，而是为了凝心聚
力，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要充分发挥统
一战线争取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
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资源优势，协调关
系、增进团结的功能优势，引导统一战线
成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视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市第七
次党代会精神，积极开展“百日大研讨大
行动”活动，紧扣省委提出的十个方向，围
绕关系三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围绕人
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大研讨，落
实大行动，推动三亚大发展。对于少数民
族人才和党外干部队伍建设要坚持眼前
和长远相结合，加强培养，科学使用、发挥
作用，特别是严格落实关于党外干部安排
使用的政策规定，把优秀的党外人士放到
合适岗位上，搭梯子、压担子，真正使他们
发挥作用。

会议还审阅了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的书面工作汇报，并审议了

《中共三亚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
2017—2018 年工作要点（送审稿）》。

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
员单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严朝君主持召开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17年第一次全体会议

发挥统战优势和职能
凝心聚力画出最大“同心圆”

新华社曼谷9月5日电 中国海南省
与泰国的经贸交流继续保持深化态势，
双方 5 日签约了一批总计金额约 30 亿元
人民币的合作项目协议。

海南省政府当天在泰国曼谷举办经
贸交流会。会上，海南的 6 家企业、机构
与泰方签订了 5 个项目的合作协议，内容
包括院校友好关系备忘录、航空服务类
培训协议、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合作协议

及海口至芭提雅航线开通协议等，签约
金额达 29.6 亿元。

出席交流会的海南省省长沈晓明说，
自 1988 年至今，泰国在海南设立企业 150
家，投资金额达 3392 万美元。近年来，泰
国与海南企业在新能源、旅游、农业方面
合作越来越多。本着经济特区、国际旅
游岛及免税购物、低空航权开放等一系
列投资优惠政策，海南将为投资者带来

巨大商机。
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陈振治表示，泰

国与海南省地缘相近，人员相亲，在泰的
海南华侨人数超过百万，海南在泰有丰
富的友好城市资源和侨务资源。作为中
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也是华侨投资
的理想之地。近年来海南与泰国的合作
不断深化，双方城市缔结友好城市，高层
互访、贸易合作愈发频繁。泰国、海南各

层次的合作前景广阔光明。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李

春林说，海南省地处南海国际海运要道，
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泰
国是东南亚的中心，也是“一带一路”建
设的重要支点。在泰国 4.0 战略与“一带
一路”建设高度契合的新形势下，泰国和
海南之间有着前所未有的合作新机遇。

（陈家宝）

海南与泰国签约一批经贸合作项目
包括院校友好关系备忘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合作协议等，签约总金额近30亿元

本报海口9月5日电 9 月下旬将召开
省委七届二次全会，全会将作出进一步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部署。围绕这一
主题，今天上午，省委书记刘赐贵主持召
开座谈会，征求省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和
建议。刘赐贵强调，海南要以更高的标
准、更大的举措坚持不懈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在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上继续走在
前列、作出示范，确保生态环境质量只能
变好不能变差，把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的
金山银山。

祖茂增、冯明祥、王明初、杨小波等省
内外生态领域专家学者共 10 人参加今天
的座谈，他们对省委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
设、省委书记亲自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建
议的做法表示高度赞赏和感动。与会专
家结合各自研究领域，从生态农业、水环
境保护、生态文明创建、物种资源保护与

利用、生态修复、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生态
红线规划与监督、生态立法等方面，提出
了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湿地保护要制定 3 年目标规划，确保
湿地生态系统平衡和更好恢复”“对生态
文明市、县、镇、村建设要进行系统规划，
提升质量”“要加强水环境治理，实现岸线
水域管理网格化，建立省领导责任制”“建
立海上垃圾清扫队伍”……在听取大家发
言的同时，刘赐贵不时就具体问题与发言
者进行深入探讨，详细记录下每条意见、
建议，对各位专家的真知灼见和给予海南
生态文明建设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
说，大家不仅在各自领域取得丰硕的研究
成果，而且深入海南各地，从点点滴滴的
实践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祖茂
增、冯明祥等一批“候鸟”老专家，退休后
仍来到海南继续工作，为海南生态文明建

设贡献余热，为全省各级干部、学者们作
出了表率。

刘赐贵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吸收好的
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关于进一步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稿；“文章不写半
句空”，决定稿的内容要实在管用、具有可
操作性，以更高标准明确未来 3—5 年的目
标和举措，有力指导海南生态文明建设继
续走在前列、作出示范。

刘赐贵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对海南生态文明建设十分关心。
习总书记嘱咐我们，“青山绿水、碧海蓝天
是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最大本钱’，必须倍
加珍爱、精心呵护。”省委、省政府深入贯
彻落实习总书记 2013 年视察海南的重要
讲话精神，坚持生态立省，加快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特别是近年来，持续开展生态
环境六项专项治理和全省海岸带整治，加

快培育壮大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十二个
重点产业，坚决不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的项目，确保海南生态环境质量只升不
降。

刘赐贵要求，海南生态文明建设虽然
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决不能沾沾自喜，要
清醒地看到仍存在的问题。要抓住中央
环保督察的契机，立行立改、举一反三，建
立环境保护长效机制。他说，站在建省办
特区 30 周年的历史节点上，谋划海南未来
新一轮改革开放，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生态立
省，坚决守住生态底线，坚持用最好的生态
环境吸引最好的投资者，集约节约利用资
源，让宝贵的资源发挥最大价值。要让老百
姓分享优良生态环境的红利，真正让广大人
民群众感受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出席会议。
（沈 宣）

刘赐贵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

征求生态文明建设有关决定的意见建议

本报讯（记者 陈吉楚）9 月 5 日，省委常
委、市委书记严朝君到吉阳区调研中廖村、
博后村美丽乡村项目，强调要以拼搏进取的
状态加快项目建设，打造高水平的示范性美
丽乡村，促进农旅融合，带动农民增收。

当天上午，严朝君一行来到中廖村，
“阿爸茶社”庭院幽静，民间音乐声声入耳；
室内是改造过后的民宿，陶缸、斗笠、竹筐
等从村民手中收集而来的物件，把客房装
饰得别有乡村味道。距离不远的“李家院
子”是升级版的民宿套房，拥有一厅多房。
另一处小院传出悠扬的黎歌，本地妇女在
这里开展黎族传统歌舞培训。据项目负责
人介绍，中廖村一期民宿共建设 50 间，目前
8 间已完工，42 间正在建设之中，预计年底
前完工开业。企业租用农民房子改造成民
宿，部分村民当上了服务员，在家门口吃上
了旅游饭。严朝君要求，民宿外观要保持
民居纯朴特色，室内环境要按照星级酒店
标准改造，室外环境要保持乡村田园味道，
同时按照旅游景区规范管理。今年国庆
前，中廖村要有一批民宿试运营。

随后，严朝君来到博后村调研，了解美
丽乡村规划建设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并
现场办公，促成问题解决。据悉，博后村美

丽乡村规划建设包括小康广场、博后故事、
花田游憩、榕下有容、湿地观荷、摄影基地
等 6 个节点。

严朝君指出，2013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三亚亚龙湾兰德玫瑰风情产业园时提
出了“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我们要牢
记总书记的嘱托。吉阳区和市相关部门要
以拼搏进取的状态，紧盯项目，全力推进博
后村美丽乡村建设，促进农旅融合，带动农
民增收。小康广场建设不做市政园林绿
化，不大面积硬化；游客服务中心以满足游
客咨询服务和卫生服务需求为宜，保存乡
村原有风貌，并预留空间发展运营性项目；
政府部门要加快推进水电路排污等基础设
施建设和环境整治、绿化美化等工作；参与
企业要加快经营性项目建设，与村民合作
发展民宿、餐饮等，确保在春节前，美丽博
后美丽乡村一期建设完工投入使用，新增
一批高水平的民宿和特色餐饮。博后美丽
乡村要与玫瑰谷小镇联动，发展玫瑰产业，
让村民吃上旅游饭，过上小康生活。

市委常委、秘书长邓忠，市委常委、农
工委主任陈小亚，副市长王铁明，吉阳区负
责人，以及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参
加调研。

严朝君调研吉阳区美丽乡村项目

打造高水平的示范性美丽乡村
彰显乡村味道 吸引广大游客

鹿回头滨河公园
预计11月底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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