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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员计划开展两次出舱活动
在轨期间主要完成四项任务

报料热线

监测点

河东

河西

PM2.5

（ug/m3）
O3

（ug/m3） AQI 级别

7

10 61

海棠湾 9

64

三亚市环境监测站发布 hbj.sanya.gov.cn

8

55

鹿回头

66

----亚龙湾

598创意新城

--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15 日 16:00 至 16 日 16:00）

一级,优

君悦子站 7 72 一级,优

天涯区
抱龙小学 7 59 一级,优

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一级（优）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本报海口 6月 16日电 6 月 16 日，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七指导组正式进
驻海南开展督导指导工作。党史学习
教育中央第七指导组组长程振山出席
对接会并讲话。省委书记、省委党史学
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沈晓明主持会议
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委党史学习教
育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军出席会议。

程振山介绍了党史学习教育中央
第七指导组的主要任务和工作安排。他
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
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党的
历史学习好、传承好、发扬好，更加坚定地
以党的辉煌历史和光辉未来筑牢精神支
柱、引领前进方向。指导组将强化政治责
任和政治担当，深入一线，抓督导、促落

实，推动深化党的理论创新学习、抓好党
史专题学习专题培训及讲好党史专题党
课，加强对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领导干
部的督导，指导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组
织生活会，指导抓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与做好中心工
作两促进、两不误，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
成党史学习教育各项任务。

沈晓明表示，海南将以此次指导为
契机，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
的重要论述精神，结合海南实际，突出
改革开放史的学习，从中汲取智慧和力
量，以更充分的思想认识抓好党史学习
教育；坚持多点发力，持续加强政治理
论学习，广泛开展基层宣讲，举办好庆
祝建党100周年系列重要活动，以更精

准的工作措施抓好党史学习教育；注重
成果转化，按照“重质量、重增量、重实
效”的要求把“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到实
处，认真开展好“查堵点、破难题、促发
展”活动，以更务实的工作成效抓好党
史学习教育；压实主体责任，全力支持
配合指导组开展工作，全面坚决抓好指
导组反馈意见的落实整改，凝聚各方合
力，形成齐抓共管格局，以更有力的组
织保障抓好党史学习教育。

会议听取了我省党史学习教育工
作开展情况介绍，并观看了汇报片。

中央第七指导组副组长吴朝晖及
指导组成员，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副组长、成员及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各
相关工作组负责同志参加对接会。

（沈 伟）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七指导组
进驻海南开展督导指导工作
程振山沈晓明出席对接会并讲话 李军出席

本报海口 6月 15 日电 6 月 15
日，省委书记沈晓明、省长冯飞到海
口江东新区临空经济区调研并召开
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
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明确发展定
位，突出产业重点，用好区位优势，

用足自由贸易港政策，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进度，推动海南临空经济高
质量发展。

沈晓明一行先后考察了解海口
空港综保区监管设施、航空发动机
维修基地、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等
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他强调，要学

习借鉴国内外先进园区经验，提升
空间利用效率，改进管理服务方式，
进一步推动园区集约化发展；要对
入驻园区重点企业，用好“一企一
策”扶持政策，加大支持力度，更好
服务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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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晓明到海口开展专题调研时强调

明确定位 突出重点
加快推动临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冯飞参加

神舟十二号
今日9时22分发射
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三人组成

将在轨工作生活3个月

三亚各大社区、村(社区、居）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党史学习教育“小喇叭”
传递砥砺奋进“大声音”

本报记者 黄世烽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将于 6 月 17 日 9 时 22 分发射，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聂海胜（中）、刘伯明（右）和汤洪
波三人组成。 新华社发（徐部 摄）

天涯区过岭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近日举办“党建引领，墨韵传情”书法传承交流活动，以书法艺术形
式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党的丰功伟绩，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献礼；崖州区崖城村把党课宣讲放在文明
门广场举行，全村党员和附近居民都能来参与；吉阳区吉阳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开展党史知识竞赛……
这是三亚各大社区、村（社区、居）多种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一个个小画面。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三亚大社区、村（社区、居）准确把握主题和具体内容，及早谋划、迅速行动，
高站位、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并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
的落脚点，多层面解决群众关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小喇叭”里话党
史 汲取力量再前行

“各位党员，大家好！这里是
天涯区新建社区‘小喇叭’讲党史
平台，本期党课主题是《学党史、
听党话、跟党走》，请大家认真收
听收看……”连日来，天涯区新
建社区“小喇叭”党史课都会准
时开讲。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天涯

区新建社区坚持集中学习和自主

学习相结合，坚持规定动作和自

选动作相结合，不断丰富党史学

习教育载体，通过线上线下同步

学习，不断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

式，让党史学习教育走心、走实。

新建社区针对辖区行动不便

老党员占比大，因工作关系不能

参加集体学习的党员较多的实

际，通过腾讯会议平台开通“小喇

叭”，发动党员（个别没有智能手
机的老党员，由其家属协助）下载

腾讯会议 APP，即可收听收看党

课。

天涯区有关负责人称，“小喇

叭”把党的声音传到每个党员的

心坎上。目前，“小喇叭”模式已

在全区“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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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少珠）6月 16日，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市委党史学习教
育领导小组组长周红波主持召开市委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第二次（扩大）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
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学思践悟，
注重知行合一，推动全市党史学习教
育走深走实，为三亚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打造海南自贸港建设新标杆提供

强大动力。
会议通报了党史学习教育阶段性

工作情况，天涯区、市卫健委、市发改
委、市教育局、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等
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作了交流发言。

周红波强调，要在学习上再强化，
创新学习方式，强化理论学习，从百年
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用党的创新理
论指导实践。要在宣传上再发力，用
好三亚红色资源，讲好三亚红色故事，
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突出

宣传引导和氛围营造，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再拓展再延伸。要在实事上再抓
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常
态化抓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格外关心革命老区和英烈后代，不断提
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在
责任上再压实，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压紧压实责任，强化督导指导，有序有
力有效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确
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实在成效。

王利生等市领导出席会议。

周红波主持召开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强调

坚持学思践悟注重知行合一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王利生出席

本报讯（记者 刘少珠）6月16日，省
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主持召开市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党史
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强调要持续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重要
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增强使命感
和荣誉感，强化担当作为，对标对表加快
落实各项任务，奋力打造海南自贸港建
设新标杆。

会上，与会人员集体学习了省委书
记沈晓明在中办值班室《中央领导同志
批示通知》上的批示精神、《党章》中的
《总纲》部分、《学习问答》中《如何理解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
义》《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为什么必须
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两篇、《中国共产
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退役军人保障
法》等内容。有关同志分别围绕主题，结
合各自工作实际作了交流发言。

周红波在总结讲话中指出，要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重大决策
部署上来，严格按照《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一年工作总结报告》提出的要求，对标
对表抓好任务分解和责任落实，特别是
坚决贯彻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大力推进
法治建设，在法治轨道上高质量高标准
打造海南自贸港建设新标杆。要扛起管

党治党主体责任，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
生活，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把党章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把学懂弄通做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作为党史学习教育
的重中之重，争当“理论家”“宣讲家”

“实干家”。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集
中统一领导，构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
局，推进统战工作守正创新，把统战法
宝理解好、掌握好、运用好。要强化法
治思维，增强法治意识，依法依规化解
退役军人中各类矛盾，切实维护退役军
人合法权益。

张震华、王利生等市领导参加学习。

周红波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党史学习
教育专题学习会强调

增强使命荣誉 强化担当作为
奋力打造海南自贸港建设新标杆

张震华王利生参加

本报讯（记者 刘少珠）6月 16日，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开展接访下
访活动，现场督办群众信访积案化解工
作，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信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解决

“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在市农业农村局、市国资委会议
室，周红波接待了 2 批来访群众，涉及
退休金、安置房等群众关切问题。周红

波认真听取来访群众诉求，仔细翻阅他
们递交的材料，详细了解信访事项的起
因和协调情况，逐一明确专人限时解决
和答复。他要求，相关部门要高度重
视，密切配合，依法依规妥善解决群众
合理诉求，同时要主动加强与信访群众
的沟通，及时通报事情的进展情况，切
实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

周红波在接访时强调，今年是建党
100周年，全党上下都在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抓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要落实到真正为群众解决各种“急
难愁盼”问题上。要树立正确政绩观，
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想方设法解决群
众合理诉求，努力做到件件有着落、事
事有回音。要运用历史眼光和辩证方
法，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强力推进
治理重复信访、化解信访积案专项工
作，以攻难案、解难题的实际成效更好
地解民忧、聚民心，为庆祝建党 100 周
年营造良好氛围。

周俊、吴海峰参加活动。

周红波在开展接访下访活动时强调

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亚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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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今年中小学招生入学划片范围确定

快来看看你孩子在哪上学
7月15日开始线上申请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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