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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5版 中国新闻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记者郝
亚琳）国家主席习近平27日在人民大
会堂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

习近平指出，过去一年，在双方共
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取得重要进展。
我应奥巴马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了成
功的国事访问，双方就进一步推动构
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新的共识。
总的来看，无论是在经贸、两军、人文、
网络安全等领域，还是在气候变化、伊
朗核等国际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中
美的协调与合作都很有成效。

习近平强调，中美两国关系健康
稳定发展，符合中美双方利益，也是国
际社会普遍期待，双方应该共同维
护。我愿继续同奥巴马总统就共同关
心的重大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双方要
共同努力，继续推进已经商定的合作
议程，就重要国际地区和全球性问题
保持沟通协调，推动更多问题得到妥
善处理。

习近平指出，我多次讲过，中美加
强合作，可以做出有利于世界的大
事。双方应该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

的共识，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
重、合作共赢的原则，拓展双边、地区
和全球层面各领域合作，推动中美关
系得到新的更大发展。

克里表示，美中关系十分重要。
双方有效沟通协调，为推动达成气候
变化《巴黎协定》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
议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奥巴马总统期
待着与主席先生保持密切联系，进一
步推进美中双边关系，致力于加强双
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

国务委员杨洁篪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记者王
宇 刘羊旸）改革开放以来指导“三农”
工作的第18份中央一号文件27日由
新华社受权发布。

这份文件题为《关于落实发展新理
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的若干意见》，全文约15000字，共分6
个部分30条，包括：持续夯实现代农业
基础，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加
强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推动农业绿色
发展；推进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民收
入持续较快增长；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提高新农村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村改
革，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加强和改

善党对“三农”工作领导。
文件认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资

源环境约束趋紧的大背景下，如何促进
农民收入稳定较快增长并确保如期实
现全面小康，如何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以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实现有效

供给，如何提升我国农业竞争力赢得参
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已成为我国
农业农村发展必须完成和破解的历史
任务和现实难题。

文件指出，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增进农民福祉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用发展新理念破解“三
农”新难题，厚植农业农村发展优势，加
大创新驱动力度，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保持
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走产出
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

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新
农村建设双轮驱动、互促共进，让广大
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
代化成果。

“中央一号文件持续聚焦‘三农’，彰
显了‘三农’工作‘重中之重’地位。”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叶兴庆认
为，今年一号文件强调要用发展新理念
破解“三农”新难题，提出要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对解决“三农”新老
问题、有序推动农业现代化、确保亿万农
民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文件全文见B01、B02版 相关报
道见B04版）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

以发展新理念破解“三农”新难题 据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邹伟 贾雪纯）“猎狐
2015”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公安机关共向境外派出50
余个工作组，在境外执法机构、我驻外使领馆大力协助
配合下，从66个国家和地区成功抓获各类外逃人员
857名，抓获人数再创新高。

这是记者27日从公安部获悉的。其中，缉捕归案
477名，投案自首366名，异地追诉14名；从抓获逃犯
的涉案金额看，千万元以上的212名，其中，超过亿元的
58名。从潜逃境外时间看，抓获潜逃5年以上的667
名，其中，10年以上的39名，逃跑时间最长的21年。

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统筹协调下，2015年4月
至12月底，公安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猎狐
2015”专项行动。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为进一步加强境外追逃追
赃工作，根据中央决定部署，公安部正式成立“境外缉捕
工作局”，以此为契机开展“猎狐2016”专项行动。

（相关报道见B06版）

“猎狐2015”共抓获
外逃人员857名

①持续夯实现代农业基础，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②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③推进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④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提高新农村建设水平

⑤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

⑥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领导

全文共分6个部分

本报海口1月27日讯（记者周元）
今天上午，罗保铭代表参加儋州代表团
审议时指出，作为新升级的地级市，随
着西环高铁建成通车，儋州在全省发展
大局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希望儋州各
级领导干部抢抓机遇、自立自强、苦干
担当，大力发展热带特色现代农业，举
全市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真正将儋
州打造成为辐射西部、服务全省的中
心城市。

“群众的住房、用水用电情况如
何？怎么提高收入？”罗保铭十分关心

儋州农场并场队退场群众的脱贫问
题，一落座便向来自基层的代表了解
情况。他指出，经过多年发展，儋州作
为西部中心城市实现了历史性的进
步，但也面临艰巨挑战。特别是儋州
贫困人口数量全省最多，脱贫攻坚任
务最重。他要求，省财政、农业、扶贫
等部门要给予儋州重点倾斜支持，加
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结构
调整；同时，儋州要借好国家和省扶贫
政策和资金支持的东风，以苦干、实
干、担当的作风狠抓落实，让政策真正

落地，让资金发挥效用，让儋州人民共
享全面小康。

“挖穷根最终还得靠自己。”罗保
铭强调，儋州要引导农民切实改变广
种薄收的落后生产方式，优化调整产
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业，
彻底改变儋州农业广种薄收的现状，
让海南的热带特色现代农业王牌在儋
州彰显，既扬名海南，也要扬名天下，

“儋州抓好农业这张王牌，不仅可以富
足农民，还能服务全国。”罗保铭对此
充满信心。

光热、土壤、灌溉条件优良，生产的
雪茄烟品质足以与古巴哈瓦那媲美；儋
州红鱼、粽子等传统食品历史悠久，深
受消费者喜爱；雨润生猪屠宰加工产业
化项目落户儋州；海南大学儋州校区有
丰富的农业科研资源……罗保铭如数
家珍盘点了儋州发展热带特色现代农
业的优势，他指出，民以食为天，绿色安
全的农产品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巨大的
市场需求，儋州要以供给侧改革为契
机，组织农业部门、科研机构联手认真
研究测定当地土壤、水质等条件，更科

学地评估，对症施策，下大力气引导农
民调整种植、养殖结构，做精做好特色
农业，借助互联网让儋州的农产品行销
全国，增加有效供给、特色供给。

“吃得苦中苦，方能甜中甜。”罗保
铭特别寄语儋州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拿
出地级市干部的“精气神”，深入践行

“三严三实”，学习闯关东、下南洋精神，
以使命感、责任感和为官一任的良心，

“五加二”“白加黑”的苦干担当，扛起西
部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的责任担当，
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罗保铭参加儋州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抢抓机遇 自强自立 苦干担当
打造辐射西部服务全省的中心城市

本报海口1月27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谢曦
实习生李佳霖）记者今天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
到，今年我省将全力推进儋州、琼海、文昌以及海口演
丰等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和12个省级试点建设，
并命名一批省级美丽乡村示范点和绿色村庄。

去年在推进儋州市新型城镇化试点建设的基础
上，我省琼海、文昌和海口演丰镇等2市1镇成功获得
第二批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同时，特色风情小镇和
美丽乡村建设成绩显著，省重点支持的海口市桂林洋
和屯昌县乌坡镇建设已初见成效。目前，全省初步建
成海口市云龙镇等25个特色风情小镇、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什寒村等181个美丽乡村。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我省将着力推进新型城镇
化建设，推进“海澄文”一体化综合经济圈、“大三亚”旅
游经济圈发展，打造一批特色产业支撑的风情小镇，推
动城镇群协调发展；全力推动“人”的城镇化，到“十三
五”末，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同时围绕绿色城
镇化，统筹打造100个特色产业小镇；努力建成1000
个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村庄。

我省今年加大新型城镇化
试点建设力度

“十三五”末实现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60%

本报海口1月27日讯（记者金昌
波 通讯员符总）今天下午，省政协六届
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省政协会堂
召开，13名委员依次走上讲台进行大会
发言，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海南
建设建言献策。（大会发言摘要见A08版）

省政协主席于迅，副主席陈辞、林
方略、赵莉莎、史贻云、陈莉、丁尚清，秘
书长李言静出席会议。

省委、省政府领导刘赐贵、李军、许
俊、马勇霞、李秀领、毛超峰、何西庆到
会听取发言。

大会发言由林方略主持。大会发言
中，孙薇委员就如何推动乡村游进一步
发展，适应新的市场需求，提出“让创意
留住游客脚步”的建议；董德标委员建议
通过柔性引才方式，吸引两院院士、长江
学者等高层次人才为海南提供“候鸟型”

智力支持；吴琼雄委员建议出台相关政
策，引领、扶持企业和农民大力发展香树
种植，将海南打造成国际香岛；方里委员
建议，将三亚打造成面向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国家级南繁热带种业国际展示
与交易中心，促进我国种业向这些区域

转移，大力发展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其他9位委员也分别围绕海南生

态环境保护、海洋经济发展、重点领域
改革、旅游发展、教育文化事业、精准扶
贫等方面的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还有63位委员作了书面发言。

省政协六届四次会议举行大会发言
刘赐贵李军听取发言 于迅出席

本报海口1月27日讯（记者彭青
林）今天上午，刘赐贵代表参加定安团
审议，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建议，期待定
安将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
优势，推动定安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
阶。

讨论中，大家分别就产业结构调

整、生态环境保护、扶贫攻坚、民生、
旅游发展等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
议。

刘赐贵认真听取代表意见，特别是
基层代表发言。他说，过去一年我省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是我们认真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

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在省委
正确领导下，顽强拼搏、团结奋斗的结
果。他对各位代表对报告的认真审议、
对政府工作的深入思考和提出的很好
意见建议表示感谢，表示将在今后工作
中很好研究吸纳。

刘赐贵指出，定安有悠久的历史、

深厚的文化、丰富的资源。希望县四套
班子带领全县人民，充分挖掘历史底
蕴，发扬文化积淀，形成推动地方发展
的重要资源；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优势，
创造新的发展优势。他建议，南丽湖景
区开发建设要以保护好生态环境为前
提。母瑞山等红色遗址资源的旅游开

发、中职园区等建设，要进一步加强研
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他强调，定
安一定要发挥区位优势，积极对接“海
澄文”一体化，在省会综合经济圈的辐
射带动下，加快定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进程。

省政府秘书长陆志远出席。

刘赐贵在定安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挖掘历史文化资源 形成加快发展优势

1月27日，参加海南
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代
表们分组审议《政府工作
报告》。

图为海口团代表景柱
就我省加快发展新能源汽
车发表意见。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代表热议报告

国新办发表《中国的核应急》白皮书

国家核应急救援队
正在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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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富仲再次当选
越共中央总书记

不敌英国一姐孔塔 无缘澳网女单四强

张帅目标锁定里约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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