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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记者陈
斌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4日上午
在北京会见了朱立伦主席率领的中国
国民党大陆访问团。

习近平对朱立伦率团来大陆访问
表示欢迎。他表示，10年前，在两岸关
系剧烈动荡之时，国共两党为了两岸民

众共同命运，冲破历史藩篱，实现和解，
共商维护台海和平之道。10年来，国
共两党和两岸同胞共同努力，开辟了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光明前景，给两岸同
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得到了两岸
同胞的广泛支持和认同，也受到了国际
社会的普遍肯定和赞扬。

习近平强调，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
果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概括地说，
就是要坚持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
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
础，坚持开展两岸协商谈判、推进各领域
交流合作，坚持为两岸民众谋福祉。

习近平指出，两岸同胞同根同源、

同文同种，历来是命运与共的。在经济
全球化深入发展、两岸联系日益密切的
今天，两岸是割舍不断的命运共同体。
面对新形势，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要坚
定信心、增进互信，维护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进程，携手建设两岸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就此提出5点主张。

第一，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
独”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其核心是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
国。否认“九二共识”，挑战两岸同属一
个中国的法理基础，搞“一边一国”、“一
中一台”，就会损害民族、国家、人民的
根本利益， 下转A02版▶

习近平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时强调

携手建设两岸命运共同体

本报海口5月4日讯（记者彭青
林）今天上午，省政府召开4月份经济
形势分析暨第一轮重点项目检查汇
报会，全面分析4月份经济运行情况，
对下一阶段工作再动员、再部署。省
长刘赐贵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

央要求和省委统一部署，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
常态，高度重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保持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综合
平衡，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坚
定信心、真抓实干、积极作为，将当前
经济企稳回升的良好势头巩固下去、

保持下去。
会议听取了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

市县4月份经济工作的汇报，通报了
省政府7个检查组开展今年第一轮省
重点项目专项检查的情况。会议认
为，4月份，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
省委书记罗保铭关于当前经济形势重
要批示和全省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

精神，态度认真、行动迅速、措施有力，
全省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企稳向上的趋
势，主要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止跌回
升、财政收支形势明显好转、消费保持
平稳、农业生产形势继续保持稳定向
好、工业生产形势有所好转、旅游业继
续保持稳定较快增长、新登记企业注
册数稳中有升、 下转A04版▶

刘赐贵在4月份经济形势分析暨第一轮重点项目检查汇报会上强调

坚定信心 真抓实干 积极作为
巩固保持全省经济运行企稳回升良好势头

本报讯（记者陈彬）经过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4
个月的广泛发动寻找，历经海选、终选两个阶段以及专
家评审委员会的最终评审，共青团寻找“最美青工”活
动第二季评选出100名全国“最美青工”。其中，海南
有4人入选，分别是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讲解
员陈艳云、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副研
究员郝朝运、海南三沙海事局船舶监督处副处长蔡华
文、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二三建设有限公司昌江
项目部管道队核级管道焊工魏海涛。

海南4人获评
全国“最美青工”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陆慷 4 日宣布，应哈萨克斯
坦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7日访问哈萨

克斯坦。
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国

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日至10日出席在
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

周年庆典并访问俄罗斯。
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卢卡申科

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0日至12
日对白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将出席
俄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

并访问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

本报海口5月4日讯（记者张谯星）今天，省委副
书记、省深化海南农垦管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李
军深入省农垦总局调研。

李军来到《海南农垦报》社，与采编人员亲切交谈，
认真翻阅新近出版报刊，详细了解报社建设发展历史
和报刊采编发行情况。在农垦总局信息中心，李军走
机房、看设备，仔细询问设备建设投入、运行管理以及
网络建设管理等情况，并认真听取了负责人关于农垦
信息化建设规划及实施情况的汇报。

李军与省农垦总局领导班子成员及部门负责人、
干部代表座谈，就改革发展思路、农垦土地确权、干部
职工管理等问题深入交流探讨，倾听意见和建议，了解
农垦干部职工的思想动态。李军对近年来省农垦总局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狠抓改革发展稳
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
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农垦改革的最新精神，抢抓
机遇深化改革，增强垦区发展活力。李军指出，农垦不
改革没有出路，同时农垦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推
进改革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要认真算账、过细谋划、周
密安排，确保改革达到解放生产力、让垦区干部群众得
实惠的预期目标。他要求，广大农垦干部职工要理解、
支持和积极参与改革，特别是农垦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
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在改革中切实发挥好表率作用。

李军在省农垦总局调研时强调

积极稳妥深化
海南农垦改革

本报那大5月 4日电 （记者徐一
豪 通讯员薛逢侠）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在4月28日对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
（以下简称渔业厅）原厅长赵中社犯受贿
等罪一案作出一审宣判，以受贿罪、滥用
职权罪、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罪数罪并罚，判处赵中社无期徒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赵中社，男，59岁，汉族，大
学学历，原系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常务委员，
曾任中共儋州市委书记、海南省海洋与
渔业厅厅长。 下转A04版▶

省海洋与渔业厅原厅长

赵中社受贿1077万
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A02版 海南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4日发布每周通报，公布了4月27日至5月3日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查处的13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

这些案件主要涉及违规购买发放购物卡、违规收
受礼品礼金、大操大办婚丧喜庆、公款旅游、违规公务
接待、违规发放奖金福利津贴补贴、办公用房面积超
标、公车私用等问题。

中纪委网站公布
134起违反八项规定案件

5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朱立伦主席率领的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本报海口5月 4日讯 （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黄一笑）访老区，看新貌。
本报明起推出“回望老区的炊烟”纪念
海南解放65周年系列报道，走访我省多
个革命老区，喜看老区新变化，感受老
区新气象。第一站带您走进海口市琼
山区大坡镇塔昌村。

塔昌村，距海口市区近60公里，属
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树德村委会下
辖。在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艰苦
岁月里，仅有150余人的村庄，经历一次
又一次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全村50
多名党员、90多位群众为琼崖革命事业
舍身忘死，慷慨就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村庄仅有9人幸
存，但是一股不屈的精神已在这片火热的
土地上生根。在党和各级政府的关怀支
持下，勤劳、坚强的塔昌人，又重新建起了
自己的家园，一座生态良好、产业发展的
新型乡村正在崛起。去，听一听红色村庄
的革命历史，品味红色塔昌如何变身今天
的“绿富美”。 (相关报道见A03版)

本报今起推出“回望老区的
炊烟”系列报道

红色塔昌
今变“绿富美”

全力以赴抓重点项目，政策调节精准发力，
强势扭转一季度经济下滑趋势

红火四月
海口经济企稳上扬

■ 本报评论员

当前，受各种因素影响，我省经济
发展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和挑战。从4
月份经济运行形势看，虽然全省经济
表现出企稳回升的势头，但仍存在一
些突出问题，保增长的任务仍然很艰

巨。为此，全省上下要进一步加强紧
迫感和责任感，把稳增长、调结构、保
民生作为首要任务，迎难而上，积极作
为，全力以赴抓项目、抓增收，全力营
造勇于担责、真抓实干的干事氛围，奋
力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

经济发展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

退。今年以来，我省经济运行下行压
力加大，经济发展的困难不小。但是，
最近一个多月来，各地、各部门认真贯
彻落实省委和全省一季度经济形势分
析会精神，态度积极、行动迅速、措施
有力，4月份全省经济呈现出企稳向上
趋势。这种喜人形势说明，只要各级

干部保持信心，迎难而上、真抓实干，
就一定可以克服当前的困难。所以，
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们要继续发挥
知难而进、攻坚克难的精神，“明知山
有虎，偏向虎山行”，切实采取各种有
力措施，推动经济走出低谷，逆势上
扬。 下转A04版▶

迎难而上积极作为 全力以赴加快发展

习近平强调，两岸关系处于新的重要节点上。

两岸关系路应该如何走，是摆在两岸所有政党和社
会各界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攸关中华民族和国家
未来，攸关亿万民众福祉，需要我们大家认真思考。
国共两党应该加强交流、总结经验、开拓创新，擘画
两党关系发展新前景，共同开创两岸关系未来、建设

两岸命运共同体。

1.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的政治基础，其核心是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2.深化两岸利益融合，共创两岸互利双赢，增进两
岸同胞福祉，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宗旨

3.两岸交流，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交流，最重要的
是心灵沟通

4.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要着眼大局，本着相互尊重的精
神，不仅要求同存异，更应努力聚同化异，不断增进政治互信

5.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大家一起来干

五
点
主
张

本报海口5月4日讯（记者周元）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罗保铭主持召开
省委常委会传达学习中央“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
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以开展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为契机，坚持问
题导向，以作风建设的实效不断提高
海南科学发展、绿色发展水平，稳增
长、调结构、保民生，确保实现全年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

会议指出，开展“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
延展深化，是持续深入推进党的思想
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要抓手，也是我党
自身建设常态化的一次重要实践，充
分体现了党中央驰而不息推进从严治
党的决心和态度。全省各级党员领导
干部要充分认识开展“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开展“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的思想和行动自觉，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部署要求上
来，立足海南实际，积极主动做好工
作，把中央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会议强调，要把深化学习教育放
在首位，把握学习“三严三实”、践行

“三严三实”这个主题，突出抓好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
把专题教育融入经常性学习教育之

中，努力让严和实的要求立起来、树起
来，切实打牢思想根基。要把问题意
识、问题导向贯穿专题教育全过程，把
聚焦问题、对准问题、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盯住

“不严不实”的问题和具体表现，认真
分析原因，找准症结根源，开展专项整
治，严格正风肃纪，以解决问题的实际
成果来检验专题教育的成效。要把从
严从实作为根本要求，下转A02版▶

罗保铭主持省委常委会传达学习中央“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工作座谈会精神

突出问题导向 整治“不严不实”
以作风建设的实效推动海南科学发展

刘赐贵李军出席 于迅列席

据新华社上海5月4日电（记者姜微 杨金志）上
海市4日召开党政负责干部大会，记者从会上获悉，备
受瞩目的上海市《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正式公
布实施。

今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
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会
议指出，对上海进行这项工作试点，中央有关部门要给
予支持，跟踪进展，总结经验，在试点基础上扩大试点、
逐步全面推开。 (相关报道见B02版)

上海正式出台规定
规范领导干部亲属经商
中央将扩大试点、逐步全面推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