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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市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
情况予以公示。

公示期限：2021年 8月18日至8
月24日，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12380，88266352（传
真）。

联系地址：三亚市榆亚路1号市
委大楼511室中共三亚市委组织部干

部监督科（邮编：572000）。
中共三亚市委组织部

2021年8月17日
（拟任干部人选情况见2版）

三亚市拟任干部人选公告

本报讯（记 者 刘 少 珠）8 月 17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主持
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克强、韩正
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批示精神，听取
我市食品安全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
一步工作。

周红波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就保障食品安全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对做好食品安全工作提出了明确要
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
把食品安全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持续
用力抓紧抓好，坚持用最严谨的标
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

严肃的问责，全力保障市民游客“舌
尖上的安全”。

周红波强调，要加强领导、集中
攻坚、狠抓落实，扎实推进食品安全
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从田间到餐
桌的食品安全。要高度重视进口冷
链食品监测，进一步完善追溯管理，
做到所有进入市场的进口冷链食品
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要以零容忍态
度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
充分借助中国检科院等“国家队”优
势，通过合作共建食品安全重点实验
室、开展业务培训和“食品检验管理”
职业技能认定等，不断提高食品安全
治理能力。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各
方责任，加强协同配合，形成齐抓共

管合力，牢牢守住“不发生重大食品
安全事故”的底线。

会议传达学习了《防范和惩治统
计造假弄虚作假重要文件选编》，指
出统计是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的重要
依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
精神，从政治的高度来看待统计工作，
切实增强法治观念，推进统计改革发
展，依靠统计数据来掌握情况、分析问
题、制定决策，建立健全防范和惩治统
计造假、弄虚作假工作机制，以高质量
统计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委常委出席会议，部分现职市

级领导列席会议。

周红波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

持续用力抓紧抓好食品安全工作
全力保障市民游客“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海口 8 月 17 日电 8 月 17
日，全省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动
员部署会暨领导小组第六次（扩大）
会议在海口召开。省委书记、省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组长沈晓明
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
全国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动员
部署会议各项要求，坚持主题不变、
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坚持全面从严
管党治警，坚持高标准高起点，扎实
开展第二批教育整顿，推动政法工作
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
安海南、法治海南。

省长、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
小组第一副组长冯飞主持，省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副组长及成员
单位负责人出席会议。

沈晓明充分肯定了我省第一批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取得的成效，强调
要巩固成果、扩大战果，紧扣主线、狠
抓关键，高标准高起点开展好第二批
教育整顿。要更加注重政治建设，善
于从政治上看问题，严守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以政治建警打造政法铁
军，确保政法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
洁、绝对可靠。要更加注重刀刃向
内，强化自查自纠，深挖线索，坚决查
处滥用职权、充当黑恶势力“保护
伞”、违规干预案件、当“司法掮客”等
问题，增强办案和警示教育效果，以
自我革命精神狠抓正风肃纪，切实维
护政法队伍肌体健康。要更加注重
问题导向，以顽瘴痼疾整治破解政法

工作难题堵点，及时开展已整治问题
“回头看”，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更加
注重固本培元，坚持边查边治边建，建
立健全管人管事管权的长效机制，以
建章立制推动常治长效，促进政法工
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组织领导，坚
持齐抓共管，突出省级政法机关和领
导干部表率作用，强化开门整顿，坚持
统筹兼顾，将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与党
史学习教育、作风整顿建设年和“查堵
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结合起来，与
加强和改进各项政法工作结合起来，
与服务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结合
起来，以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的工
作成效体现教育整顿实际成效。

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市县及
洋浦经济开发区。 （沈 伟)

本报海口 8 月 17 日电 8 月 17
日，2021 年全省总河湖长会议在海口
召开。省委书记、省总河湖长沈晓明
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胸怀“国之大者”，抓住
关键环节，压实工作责任，整治突出问
题，把每一条河流、每一片水域都管住
管好管出成效。

省长、省总河湖长冯飞主持，毛万
春、李军等省领导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了全国全面推行河湖长
制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暨加强河湖管理
保护电视电话会议精神，通报了上半
年我省河湖长制工作进展情况。

沈晓明指出，全面推行河湖长制，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的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解决新老水问题、保障河湖持续健
康，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
安排。全省各级河湖长要深刻认识到，
担任河湖长是形式、研究河湖问题是关
键，巡河湖是形式、管河湖是关键，建立
机制是形式、落实机制是关键，要抓紧
抓实河湖长制工作各项重点任务，做到
与河湖共命运、齐进退、同荣辱。要针
对水环境问题，在治理上再发力，把整
治农村生活污水和农业面源污水作为
重中之重，强化水污染流域协同防治，
变“分段治水”为“全域治水”。要针对
薄弱环节，在管理上再加压，加强河湖
水域岸线管理，常态化规范化推进河湖

“清四乱”，加大日常巡查监管力度，提
高河湖管理智能化水平。要针对河湖
水资源，在节约保护上再创新，狠抓水
资源节约保护，建立农村用水排污付费
机制，健全横向转移支付机制，探索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推动
生态资源价值实现。要压实工作责任，
强化统筹协调，抓好监督考核，推动河
湖长制工作从“有名有责”向“有力有
效”转变。要把落实河湖长制与防汛抗
灾工作结合起来，将水库除险加固和运
行管护纳入河湖长制管理体系，紧盯各
类隐患点，防范和应对可能发生的局部
地区极端灾害天气。

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市县和洋
浦经济开发区。 （沈 伟）

沈晓明在2021年全省总河湖长会议上强调

抓住关键 压实责任
与河湖共命运齐进退同荣辱

冯飞主持 毛万春李军出席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8月17日，
首艘国内建造民用全潜式大型旅游观
光船——塔沃全潜式观光船在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亮相，将于近期交付蜈支洲
岛景区。据悉，该船为国内生产制造的
第一艘全潜式旅游观光船，填补了国内
民用潜水器领域的空白，在应急状态
下，可以保证52个人在潜艇中生存至

少72小时。观光船的投入运营，将有
效丰富三亚旅游产品，对三亚培育旅游
新业态、扩展消费新空间、促进旅游业
转型升级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介绍，塔沃全潜式观光船价值
4800万元，长19.6米，宽3米，潜水深
度60米，可载44名成人及6名儿童，
由崖州湾科技城入园企业山东东宝

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园区成立
的全资子公司塔沃（海南）深海科技
有限公司打造。作为国内民用潜水
器的龙头，该公司是一家在海洋装备
产业领域集设计、研发、生产于一体
的高新技术企业，为崖州湾科技城加
快形成深海装备产业集聚再添新动
力，加快形成海洋产业集群，助力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相关负责介
绍，崖州湾科技城围绕深海体系建设，
在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等方
面谋划了一批重大平台项目支撑深海
产业发展；在提升产业发展能级等方
面，着力发展特色产业，充分利用央
企、龙头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的品牌
号召力，放大集聚效应，引入了一批

“喊得出、叫得响”的优质涉海类企业。
蜈支洲岛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景

区将以观光船为窗口，创新和匹配景区
现有的各项资源和产品，开展包括研学
旅行、海洋生物科普、海底观光等寓教
于乐的旅游项目，让更多的人通过科技
手段更好地认识海洋、了解海洋，将其
打造为旅游服务产品的一个标杆。

海南海事局局长吴辉、省交通运
输厅副厅长李志强出席揭幕仪式。

首艘国内建造民用全潜式旅游观光船亮相三亚
■ 潜水深度60米，可载44名成人及6名儿童
■ 应急状态下可保证人员在潜艇中生存至少72小时

8 月 17 日，塔沃全潜式观光船亮相。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沈晓明在全省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暨领
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警
高标准高起点开展好第二批教育整顿

冯飞主持

观光船的关键技术：

1.、耐压壳体开孔结构环肋与窗口缘边加强技术：通过耐压壳体环肋的布置和
结构形式，以及窗口缘边加强圈的构造与焊接工艺，形成耐压壳体开孔结构环肋与
窗口缘边加强的设计，保证了耐压壳体的强度。

2.、水中悬停与准确升降控制技术：目前传统海底装备依靠水平舵实现上浮和
下潜，此时要求海底装备必须有前进的速度，不利于海底作业，观光船采用垂直和
水平螺旋桨的设计，重力水舱的压载水调节控制方法，高压空气的施放与控制技
术，解决传统技术存在的问题。

3.、可靠的生命支持系统：该系统包含了氧气系统、二氧化碳清除系统、气体和
气压监控系统、空调系统、温控系统以及消氢系统等六大系统，保证了驾驶员和乘
客在驾驶和乘坐潜艇时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在应急状态下，可以保证52个人在潜
艇中生存至少72小时。

4.、潜器亚克力视窗：观光船上安装有25个具有足够强度和耐压性能的亚克力
观察窗，保证了潜艇驾驶的安全性，极大的提高乘客的乘坐体验。此观察窗由公司
自主研发生产，各性能指标满足 PVHO国际标准，并且已经取得美国船级社的认
证。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近日，上海
交通大学三亚崖州湾深海科技研究院
研发的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开拓一
号”，搭载“向阳红03”号科考船，自三
亚南山港出发，在我国南海西沙海域成
功完成了1300米深海试验。不需要任
何人工操控，“开拓一号”能根据预先
设置好的程序，实现“S”“J”形自行采
矿，并能自主感知周边的采矿环境。

据悉，本次海试中，“开拓一号”深
海采矿车在不同海区被分别布放至

108 米、246 米、968 米和 1305 米等多
个水深的海底，成功完成重载装备海
上布放回收、海底路径规划与自主行
走、海底矿石采集与沉积物取样等试
验，突破了深水大功率液压、高压电力
能源供给、信号传输与智能控制、水下
布放回收姿态自动控制、海底行走与
矿石采集等深海重载作业装备研发的
关键技术。

“开拓一号”采矿车首次在 1305
米的深海复杂地质条件下，实现智能

自主行走。采矿车在西沙海域海底多
次成功完成“S”“J”字样行走路线，进
行了复杂地形条件下的大曲率曲线路
径行走、小半径原地掉头等机动，显示
采矿车具有出色的智能控制水平和突
出的海底作业能力。

针对重载装备海上安全布放和回
收难题，项目组创新研发采矿车水中
运动姿态自动控制技术，通过推进器
推力的实时分配，稳定保持采矿车在
深水长时间布放回收过程中的艏向
角，有效减小光电复合缆扭转载荷，在
试验海域遭遇2米波高、7级阵风高海
况条件的不利情况下，成功实现重载
装备的安全布放与回收。

“开拓一号”深海采矿车以海底多
金属结核为开发作业对象，长5.6米，宽
2.5米，高 2.0米，空气中重量9.0吨，具
有海底作业环境感知、智能自主控制、
高效水力集矿等作业能力。此次海试
成功，标志着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研发
向工程化、智能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由上海交大三亚崖州湾深海科技研究院研发

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开拓一号”实现自行采矿
突破多项关键技术

深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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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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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月 17 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8月 17日
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
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研究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
定发展工作问题。习近平在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
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
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金
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关系发展和安
全，要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做
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
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王沪宁，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
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农办
关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问题的汇报，
听取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
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
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的汇报。

会议指出，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深
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传统体制束
缚，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
来，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
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
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我们
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适
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
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
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
执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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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李克强汪洋王沪宁韩正出席

新华社北京 8月 17日电 8 月 1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阿尔及利亚发生

森林大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向阿尔及
利亚总统特本致慰问电，代表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就阿尔及利亚发生森林大火
向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致慰问电

海南2022年度城乡居民医保9月开缴
缴费标准为32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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