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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督查组来琼督查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情况
刘赐贵与督查组会谈 李军作表态发言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1 月 20 日讯（海南日报记者 彭青林 金
昌波）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
部署，11 月 16 日至 20 日，2020 年中央
一号文件贯彻落实情况督查第 15 督查组
来我省开展督查。20 日上午，督查情况
反馈会在海口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刘赐贵在会前与督查组一行
会谈,督查组组长、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
出席反馈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委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军在反馈会上
介绍了我省“三农”工作情况并就做好
督查整改工作作表态讲话。
在会谈中，刘赐贵代表省委省政府
感谢督查组对海南“三农”工作的关心
支持。他说，今年以来，海南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
重要论述和关于海南的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坚持把做好“三农”工作作为海南
自贸港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底线目标，在
全力应对“三个大考”、答好“三张答
卷”的过程中，始终把“三农”工作摆
在重要位置，坚持以美丽海南“百镇千
村”建设为抓手，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大力推动农民扩种、增养和务工，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厕所革命”，
提质升级农村“五网”基础设施，加速
补齐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短板，实现乡
村振兴工作队派驻全覆盖，在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的同时努力提升百姓幸福指
数，为海南自贸港建设顺利开局打下了
坚实基础。海南将以此次督查为契机，

牢记习总书记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殷殷嘱托，坚决落实中央有关决策部署，
着力找差距、补短板、强弱项，使美好新海
南的目标在广大农村率先实现，把海南农
村建成海南人民的幸福家园、中华民族的
四季花园、中外游客的度假天堂。
王炳南在反馈会上充分肯定了我省
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的成效，认为海
南政治站位高、政策举措实、保障力度
大、工作效果好。他还就我省基层党
建、土地资源盘活利用、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等方面工作提出具体建议，希望海
南加快补齐“三农”短板，全面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掀起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重要论述的新高潮。

李军在作表态发言时说，督查组反馈
的情况，既帮助我们总结了亮点、增强了
信心，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工作
建议，我们照单全收、诚恳接受。下一步，
海南将以此次中央督查为契机，找差距、
补短板、强弱项，全力以赴改进提升工作，
统筹推进自贸港建设与乡村振兴，推动
“三农”
工作实现新发展。
督查期间，督查组召开座谈会听取
我省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情况汇报，
并深入三亚、琼海、澄迈等市县的乡村
农户、合作社、农业企业、共享农庄等
开展实地督查，采取查阅资料、干部访
谈、入户走访等方式了解情况。
省委常委、秘书长孙大海，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何西庆参加有关活动。

2020 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开幕
沈晓明宣布开幕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1 月 20 日讯（海南日报记者 赵优）11 月
20 日晚，2020 年 （第二十一届） 海南
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正式拉开帷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
明宣布欢乐节开幕，文化和旅游部副部
长张旭致辞。
本届欢乐节由文化和旅游部与海南
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是海南自贸港建
设开局之年、我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

景下举办的一场大型旅游节庆活动。本
届欢乐节分为“开幕式及系列主体活
动、海口主会场活动、市县分会场活
动、全域旅游欢乐主题月活动、六大主
题旅游线路”等五大板块，分别在海口
主会场和三亚、儋州、琼海、万宁、陵
水等五个分会场推出涵盖会议展览、文
化艺术、体育赛事、优惠促销等在内的
17 项主体活动和 170 余项精彩活动，丰
富市民游客们的文化生活与旅游体验，

促进旅游消费增长。
张旭在致辞时预祝本届欢乐节圆满
成功。他表示，欢乐节的举办，是新形
势下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战略
部署的具体举措，欢乐节各项活动的开
展将深度挖掘展示海南旅游资源，吸引
旅游消费，为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提
供助力，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增加“软实
力”
。文化和旅游部将继续支持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支持海南建设成为国际

我的“十三五”

开栏语

2020 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过去五年，对中国来说是极不平凡的。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
取得决定性成就。
站在
“十三五”
规划收官、
“十四五”
规划开局的节点上，
回望过去这五年，
海南人民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增强。
回望“十三五”，展望“十四五”，讲述海南人在过去五年的获得感，以及对未来的期待，今日起，新海南客户端、南海
网、南国都市报推出我的“十三五”专栏。专栏将通过各行各业普通人的故事，展现海南过去五年在教育、医疗、就业、
交通等方面的发展成果。
（记者 黄婷 实习生 王春迎）

教室装空调了 大班额消除了 同事更多了 教学更从容了

海口小学教师吕素妮：5 年来获得感满满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1 月 20 日讯（ 记者 黄婷 实习生 王春
迎）
“同学们，湿地的生态功能是什么？”
11 月 20 日下午，在一堂生动的湿地课堂
上，海口市丁村小学德育处主任吕素妮
与台下 40 多个学生进行互动。
“去年，学校消除了大班额，老师们
上课更从容了。”吕素妮回忆，5 年前，她
上课时一个班有七八十个孩子。
吕素妮 2005 年进入海口市丁村小
学 当 老 师 ，当 时 整 个 学 校 只 有 16 名 老
师。因为师资匮乏，刚入校时，她需要同
时教语文、体育。
“那时，每个班的学生都
很多，有的班甚至有 96 个学生。”吕素妮
表示，面对超大班额，她在上课时仅维持
秩序就要花费很长时间。她用“手忙脚
乱”
来形容那时的工作状态。
让 人 欣 喜 的 是 ，变 化 不 断 发 生 。
2013 年，学校改扩建了教学楼。学校教
师也逐渐增多。
“ 尤其是这五年来，学校
招聘的老师数量和质量都不断提升。”吕
素妮说，如今，学生总数变化不大，老师

数量却增长到 62 人。目前，海口丁村小
学大部分老师都是大专以上学历，今年
还新增了一位研究生学历的老师。
教学环境也在不断改善！2018 年
起，海口市教育局启动公办学校教室装
空调覆盖工程。截至今年上半年，海口
市公办中小学教室全部装上空调，29 万
名学生“凉爽上课”。
“ 教室都装了空调，
孩子不用拿着小风扇来学校，老师上课
也不再汗流浃背。”吕素妮说，作为教师，
她的获得感来自每个细节。
“这些年，各级教师培训越来越多，
让我有了更快成长。”吕素妮说。据了
解，
“十三五”期间，我省开展新一轮教师
全员培训，完善国培、省培、市县培、校本
研修四级培训体系建设。得益于新一轮
教师全员培训，五年来，吕素妮先后到北
京、西安、重庆等地学习，扩展了视野，学
习了新的教学方法。
2018-2019 年，吕素妮参与设计、开
发了海口丁村小学“悦趣湿地”校本课
程。
“我们学校紧挨美舍河，前两年，经过

水体治理，美舍河告别脏臭，旁边还新建
了湿地公园。”吕素妮说。2019 年春季，
湿地校本课程正式进入海口丁村小学课
堂。
“同学们来到湿地公园，观察鸟类，边
走边学，形成了保护湿地、爱护环境的意
识。”吕素妮说。五年来，吕素妮深耕讲
台，
为人师表，
取得诸多荣誉。
“十三五”期间，海南省在发展义务
教育发展方面，积极扩优质、促公平，补
短板、提质量，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基本均
衡发展。2019 年，全省 26 个县（市、区）
顺利通过国家评估认定，成为全国第 17
个全域通过国家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
发展督导认定的省份。
“作为一名教师，看到学生的成长变
化，是我最开心的事。”吕素妮说，过去五
年，她收获满满。未来五年，她相信会更
好。
“ 我们学校明年会铺设塑胶跑道，所
有教室都会更换更先进的多媒体设备，
湿地课程也会升级改造……”吕素妮说，
她会继续站好园丁岗位，让更多学生如
花蕾般绽放。

旅游消费中心和世界知名国际旅游消费
胜地。
随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为本届欢
乐节量身定制的欢乐主题晚会精彩上
演，为嘉宾和观众带来歌曲、舞蹈、魔
术、杂技等精彩节目，营造出欢乐节浓
厚的节庆氛围。
肖杰、许俊、苻彩香、蒙晓灵、倪
强，柬埔寨王国驻海口总领馆总领事黄
万达等出席开幕式。

海口成立全省首个官方
“1+1 税务咨询工作室”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1 月 20 日讯（记者 党朝峰 实习生 贾睿
琳 通讯员 胡若兰）20 日，记者从海口市
税务局获悉，为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提升
办税缴费便利度，该局精心挑选出 8 名
学历高、业务熟、沟通能力强的青年业务
骨干组成咨询团队，并于 11 月 16 日推
出全省首个专业性的官方税收工作辅导
室——
“1+1 税务咨询工作室”。
当纳税人缴费人遇到涉税疑难杂症
时，可通过线上或者线下的方式，到“1+
1 税务咨询工作室”
进行
“专家问诊”
。工
作室自成立以来，共计接待纳税人 280
余人，
解答疑难涉税问题 160 余个。

海南自驾游艇免担保政策实施后

首艘免担保
游艇入境三亚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11 月 20 日讯（记者 任桐 通讯员 王纯
豪）11 月 19 日，一艘马来西亚籍帆船“蓝
高 46 136”号靠泊三亚鸿洲游艇会码头，
海口海关所属三亚海关关员顺利对其进
行了登临查验与检疫等工作，并办理相
关入境手续。这是今年自驾游艇免担保
政策在海南自贸港落地以来，首艘以免
担保方式进入海南的自驾游艇。按照自
驾游艇免担保政策相关规定，三亚海关
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共为其免除
担保金约人民币 213.6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