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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进驻期：
2017年8月22日-9月21日
督察组主要受理涉及围填海管理方面的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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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督察组
（第六组）进驻海南
开展海洋专项督察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鼓励生产经营者
举报食品药品监管人员
“吃拿卡要”行为的公告

（详见A12版）

距2017市场监督管理论坛开幕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温馨提示 9月7日-8日

倒计时倒计时 天天11

新华社厦门9月5日电（记者康
淼 郑明达）国家主席习近平5日在
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会见中外记者，介
绍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
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情
况。（讲话全文见A02版）

习近平指出，昨天，金砖国家领
导人厦门会晤圆满闭幕。会晤通过
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重申
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全
面总结了金砖合作10年来的成功经
验，为加强金砖伙伴关系、深化各领
域务实合作规划了新蓝图。五国领
导人认为，金砖国家应该深化在重大
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捍卫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合作应对各种全球性挑

战，加快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加强宏
观政策协调，对接发展战略；深化政
治安全合作，增进战略互信；将人文
交流活动经常化、机制化，加深五国
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与时俱进加强
金砖机制建设，为各领域合作走深走
实提供坚实保障。各国领导人决心
以厦门会晤为新起点，共同打造更紧
密、更广泛、更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

习近平指出，会晤期间，中方举行
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
金砖国家和埃及、墨西哥、泰国、塔吉克
斯坦、几内亚领导人共商国际发展合作
大计，一致同意建立广泛的发展伙伴关
系，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发出了深化南南合作和全球发展合作
的强烈信号。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应
该打造“金砖+”合作模式，携手走出一
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可持
续发展之路，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实
现各国共同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习近平指出，明年，南非将担任
金砖国家主席国，并将在约翰内斯堡
举办领导人第十次会晤。中方愿同
各方一道，全力支持南方办会，携手
推动金砖合作继续向前发展。相信
通过各国各界共同努力，金砖合作前
景一定会更加光明，金砖国家未来一
定会更加美好。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
记者会。

习近平会见中外记者

新华社厦门9月5日电（记者孙奕
许雪毅）国家主席习近平5日在厦门国
际会议中心主持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各方
要加强团结协作，共同构建开放型世界
经济，共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共同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
机遇，共同建设广泛的发展伙伴关系，携
手开辟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
路，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讲
话全文见A02版）

金砖国家领导人巴西总统特梅尔、

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南非
总统祖马和对话会受邀国领导人埃及
总统塞西、几内亚总统孔戴、墨西哥总
统培尼亚、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泰
国总理巴育出席对话会。各国领导人
围绕“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
主题，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为主线，就“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建
设广泛的发展伙伴关系”深入交流，共
商国际发展合作和南南合作大计，达成
重要共识。

上午10时10分许，习近平宣布会

议开幕。
习近平随后发表题为《深化互利合

作 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
平指出，金砖国家在领导人会晤期间，邀
请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
沟通交流，这种对话有利于新兴市场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有利于
金砖机制自身发展。

习近平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
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成
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面对新的形
势，我们需要同舟共济，坚定信心，联手

营造有利发展环境，努力实现更大发展，
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一要加强团结协作，共同构建开放
型世界经济。要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
制，引导经济全球化实现包容、普惠的再
平衡。要加强协调，推动世界贸易组织
第十一届部长级会议取得积极成果，推
进多哈发展回合剩余议题，并为多边贸
易体制发展明确方向。要努力提升新兴
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
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形成更加公
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二要加强团结协作，共同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立足自身国情，
把可持续发展议程同本国发展战略有效
对接，探索出一条经济、社会、环境协调
并进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要发挥联合国
作用，加快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敦
促发达国家信守承诺，增加对发展中国
家支持力度。要推动联合国发展系统改
革聚焦发展，增加投入，真正服务广大发
展中国家需要。

三要加强团结协作，共同把握世界
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机遇。要勇于创

新、敢于改革，大刀阔斧推进经济结构
调整，挖掘发展内生动力，同时要重视
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加强发展战略对
接、经验交流、能力建设合作，助力彼此
经济发展。

四要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建设广泛的
发展伙伴关系。一花不是春，孤雁难成
行。要深化务实合作，发挥互补优势。要
利用好金砖国家、七十七国集团等机制，
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开展南南合作，携
手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培育联动发展链
条，实现联合自强。 下转A02版▶

习近平主持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共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共同建设广泛的发展伙伴关系 携手开辟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

9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主持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金砖国家领导人巴西总统特梅尔、俄
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南非总统祖马和对话会受邀国领导人埃及总统塞西、几内亚总统孔戴、墨西哥总统培尼亚、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泰国总理巴育出席对话会。 新华社记者 张铎 摄

9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主持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 摄

本报海口9月5日讯（记者陈蔚
林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
森）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伟大精
神铸就时代楷模。今天晚上，海南
时代楷模发布会之致敬儋州市公安
局西华派出所原所长朱国茂特别节
目向全省直播。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肖莺子
会见了朱国茂家属及其先进事迹报
告团成员，并为朱国茂颁发“海南时
代楷模”奖杯和证书。朱国茂家属
代其领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在特区精神

的熏陶、感召下，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我省涌现出一批批埋头苦干、无
私奉献的先进典型。由省委宣传部
联合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共同推出的
海南时代楷模发布会，就是为了发
挥先锋楷模引领作用，弘扬特区精
神和椰树精神，同时把宣传楷模作
为一种常态，生动展示楷模的感人
事迹和高尚情操，推动全社会形成
尊重楷模、学习楷模的良好风气，

为建设美好新海南凝聚强大的精神
力量。

2016年 3月6日凌晨，朱国茂
突发心肌梗塞因公殉职，年仅 51
岁。日前，他的事迹被中央及本省
主流媒体广泛报道，感动、激励了
许多人。今年8月，省委追授其为

“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号召全省
干部群众向他学习。

下转A04版▶

海南时代楷模发布会之致敬朱国茂特别节目直播

时代的楷模 特区的脊梁

本报海口9月5日讯（记者彭青
林）9月下旬将召开省委七届二次全
会，全会将作出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部署。围绕这一主题，今
天上午，省委书记刘赐贵主持召开座
谈会，征求省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和
建议。刘赐贵强调，海南要以更高的
标准、更大的举措坚持不懈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在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上继续走在前列、作出示范，确保生
态环境质量只能变好不能变差，把绿
水青山变成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祖茂增、冯明祥、王明初、杨小波
等省内外生态领域专家学者共10人
参加今天的座谈，他们对省委高度重
视生态文明建设、省委书记亲自召开

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的做法表示高
度赞赏和感动。与会专家结合各自
研究领域，从生态农业、水环境保护、
生态文明创建、物种资源保护与利
用、生态修复、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生
态红线规划与监督、生态立法等方
面，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湿地保护要制定 3年目标规
划，确保湿地生态系统平衡和更好恢
复”“对生态文明市、县、镇、村建设要
进行系统规划，提升质量”“要加强水
环境治理，实现岸线水域管理网格
化，建立省领导责任制”“建立海上垃
圾清扫队伍”……在听取大家发言的
同时，刘赐贵不时就具体问题与发言
者进行深入探讨，详细记录下每条意

见、建议，对各位专家的真知灼见和
给予海南生态文明建设的关心支持
表示感谢。他说，大家不仅在各自领
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而且深入海
南各地，从点点滴滴的实践中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特别是祖茂增、冯明祥
等一批“候鸟”老专家，退休后仍来到
海南继续工作，为海南生态文明建设
贡献余热，为全省各级干部、学者们
作出了表率。

刘赐贵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吸收
好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关于
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稿；

“文章不写半句空”，决定稿的内容要
实在管用、具有可操作性，以更高标
准明确未来3—5年的目标和举措，

有力指导海南生态文明建设继续走
在前列、作出示范。

刘赐贵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对海南生态文明建设十
分关心。习总书记嘱咐我们，“青山
绿水、碧海蓝天是建设国际旅游岛的
最大本钱，必须倍加珍爱、精心呵
护。”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总
书记2013年视察海南的重要讲话精
神，坚持生态立省，加快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特别是近年来，持续开展生
态环境六项专项治理和全省海岸带
整治，加快培育壮大以现代服务业为
主的十二个重点产业，坚决不上污染
环境、破坏生态的项目，确保海南生
态环境质量只升不降。

刘赐贵要求，海南生态文明建设
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决不能沾沾
自喜，要清醒地看到仍存在的问题。
要抓住中央环保督察的契机，立行立
改、举一反三，建立环境保护长效机
制。他说，站在建省办特区30周年
的历史节点上，谋划海南未来新一轮
改革开放，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生态立
省，坚决守住生态底线，坚持用最好
的生态环境吸引最好的投资者，集约
节约利用资源，让宝贵的资源发挥最
大价值。要让老百姓分享优良生态
环境的红利，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感
受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出席会
议。

刘赐贵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

征求生态文明建设有关决定的意见建议

深入学习朱国茂先进事迹 大力弘扬特区精神

中央环保督察 进行时

中央环保督察组移交第十六批
群众举报件已办结49件
第二十六批群众举报件59件，共计108个问题

本报海口9月5日讯（记者周晓梦）截至9月5日，
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移交的第十六批90
件群众举报件，经调查处理，已依法办结49件，正在办
理40件。今晚，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移交
第二十六批群众举报件59件，共计108个问题。

经核实，第十六批90件群众举报件实际办理89
件，其中原转办编号为D16050号群众举报件，我省按
投诉要求转交给儋州市办理，经核实，该举报件反映问
题不在儋州市管辖范围，调整到洋浦经济开发区办理；
原转办编号为D16085号
群众举报件，我省按投诉
要求转交给乐东黎族自治
县办理，经核实，该举报件
反映问题不在乐东管辖范
围，于8月31日调整到东
方市办理，下转A04版▶

(相关报道见A04版)

扫码看《群众信访举
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
情况一览表（第16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