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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十九大报告学习百问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
果断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
策，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强
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
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关键一招，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
完成时，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以更大
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推进改革，用
更广的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改
革，全党同志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
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
刀；改革要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

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
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
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
展稳定的关系，要坚持正确方向、沿着
正确道路前进。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
年，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
深推进的崭新局面，形成披荆斩棘、击
楫勇进的强劲势头，改革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前所未有，改革的广度、深
度、力度前所未有。全面深化改革成
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征，成为当代
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品格。

第一，确立了深化改革的顶层设
计。遵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
定》提出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
目标，统筹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
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
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紧紧围绕使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
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
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
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
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
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
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
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
制度改革。2013 年 12 月，党中央成
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
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
进、督促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
任组长，运筹帷幄，总揽全局，亲力亲
为谋划指导改革，亲自主持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工作。
第二，出台了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

的方案举措。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为
标志，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恢宏大幕壮
丽开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
了38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
议，共审议、通过350多个重大改革方
案，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共出台1500
多项改革举措。2014年，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确定的80个重点改革
任务基本完成，各方面共出台370个改
革方案；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确定的101个重点改革任务基
本完成，各方面共出台 415 个改革方
案；2016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确定的 97 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
成，各方面共出台 419 个改革方案；
2017年上半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已审议60多个重点改革文件。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60条、336项
改革举措，党的十八届四中、五中、六中
全会分别推出的改革任务和举措，得以
贯彻落实和逐步落地。重要领域和关
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
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第三，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显著
成效。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工作和重
大成就，有力推动了全社会思想的进
一步解放，有效破解了许多阻碍社会
生产力解放和发展、阻碍人民群众创
造活力充分发挥的体制机制障碍，有
效激发了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造活
力，有效增强了社会公平正义，有效调
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显
著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为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哪些重大突破？

省政协机关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省委七届三次全会精神

把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
到政协履职实践中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金昌波）日前，
省政协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
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委七届三次全会精
神，并展开深入交流讨论。

会议指出，十九大报告内容丰富、博大精深，
政协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认识十九
大的重大意义，充分把握十九大报告的精神实质，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切实把思想
行动统一到十九大精神上来，把十九大精神全面
落实到政协的履职实践中。

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一要提
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精神内涵，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二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在学思践悟
上下功夫，确保十九大精神在政协机关落地生根
见效。三要不断提升工作成效，努力推动机关全
面建设取得新的作为，实现新的进步。要以更严
更实的标准来推进机关党建工作，继续改进作风，
扎实做好今年政协各项工作。

省政协秘书长王雄主持会议并讲话。

倡议书
全省广大读者、观众、网友和广大党员：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十九
大精神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
进军营、进网站的重要部署，海南省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网上学校已于11月1日正式上
线。网校设有海南宣讲、学习一线、智库解读、党
校讲坛、融媒课件等重点栏目，发布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跟着总书记重温入党誓词》融媒体产
品，是我省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一个重要平台。

在此向全省广大读者、观众、网友，特别是
广大党员发出倡议，倡议大家踊跃登录“海南省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网上学校”（网
址：http：//www.19cpcnchn.cn/），学习践行十九
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拼搏，锐意
进取，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美好
新海南而不懈奋斗！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

海南省十九大网校二维码

省社科联组织社科类社会组织
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发挥智库作用
建言献策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王
玉洁 通讯员王花 实习生王茹仪）今
天上午，省社科联组织省社科类
社会组织在海口召开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座谈会，省级
社科类社会组织负责人约 50 人参
加会议。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省社科类社
会组织应充分利用各类平台开展十
九大精神宣讲活动，主动围绕十九大
报告开展研究工作，积极推动社会组
织的党组织生活制度化、规范化、常
态化，实现社会组织的科学管理和健
康发展，不断发挥社科类社会组织的
智库作用，积极为加快建设美好新海
南建言献策。

省政府办公厅举行党的十九大精神
宣讲报告会

把学习宣传贯彻
十九大精神引向深入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梁振君）今天，
省政府办公厅举行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
省委党校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王和平作了题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胜利》的专题宣讲。

王和平从珍惜新成就、肩负新使命、明确新方
位、遵循新思想、踏上新征程、担当新任务等六个
方面，对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了系统阐释和深度
解读。宣讲报告深入浅出、主题鲜明、重点突出、
内容丰富，大家听后很受启发，很受教育，认为宣
讲报告有高度、有深度、接地气，是一个很好的宣
讲、很好的启示，纷纷表示要进一步搞好消化吸
收，切实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学深悟透。

省政府秘书长陆志远参加宣讲会，并就办公
厅下一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再动
员再部署。会议要求，各党总支、党支部和全厅党
员干部要在前段时间学习的基础上，严格按照《中
共海南省委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意见》和厅党组制订的实施方案，主动结合实
际，主动找准位置，主动贯彻落实，体现应有作为，
不断把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引向深入，真正
在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取得新成效。

海口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培训班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促机关党建取得新成效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郭萃）为深入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今天上午，海口市直
属机关工委邀请海南大学教授宋增伟，对市直机
关各级党组织书记和党务干部约400人进行了专
题培训。

此次培训班全面系统解读了党的十九大重大
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等，并紧密结合海口机关党建实际，重点
解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等内容。

下一步，海口市直机关工委将分期分批对机
关基层党组织进行系统培训，把学习宣传贯彻十
九大精神情况纳入年度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建设考
评和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内容，进一步加强指导
督促检查，促进机关党建取得新成效。

第一书记在行动

■ 本报记者 袁宇 黄媛艳

“从现在开始，焚烧秸秆必须在
村里全面‘喊停’，秸秆由村里统一
收集处理。按照政策，不再焚烧秸
秆的村民可以领取补贴。”今天9时，
在三亚市天涯区文门村举行的“两
委”扩大会议上，驻村第一书记陈昱
里难得“强硬”了一回。这个28岁的
年轻“第一书记”，在村里一直是个
和气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明确提出‘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总要求。保护生态环境，就是我
们文门村的首要任务。”陈昱里说，焚
烧秸秆将对大气环境产生污染，因此
村里的党员不仅要做好监督，还要给
村民做表率。

“我们党员要带头树立和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保护好
文门村的生态环境。”文门村党总支书

记兰鹏力挺陈昱里。
有了好生态，如何实现生活富裕

的目标？陈昱里说，还得从发展产业
入手。

旅游，是三亚的优势资源，也是文
门村的优势所在。省委常委、三亚市
委书记严朝君在文门村宣讲党的十九
大精神时要求，文门村要紧紧抓住机
遇，结合实际，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
手，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让农村更美、
农业更强、农民更富。

陈昱里说，文门村是一个黎族村
寨，也是海南省三星级美丽乡村，毗邻
天涯海角、西岛等景区，村内文化古迹
众多，“我们要让好生态成为村民的金

山，让三亚的旅游资源成为村民的金
饭碗。”

今年年底，文门村首家农家乐将
试营业。“这是文门村旅游产业迈出的
第一步。”陈昱里说，为了走好这一步，
村里做好了详细规划，农家乐周边不
仅集合鱼塘、田洋、花海等田园风光，
还有黎族手工艺品商店、黎锦技艺展
示馆、古遗址等各类文化场所，打造具
有黎族风情的生态农庄，引导农村剩
余劳动力向餐饮、商贸、旅游等第三产
业转移就业。

为了让旅游业成为文门村村民稳
定增收的产业，陈昱里还与村里的党
员干部多次走访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大学生，劝说他们参与旅游业与美丽
乡村融合发展，形成示范效应以带动
其他村民参与。

“我在电视上看了党的十九大召
开盛况。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让我很振奋。”文门村村
民罗进找在陈昱里的劝说下，毅然对
自家住房进行了民宿化改造，“我家
离村里年底试营业的农家乐比较近，
我还打算把自家的鱼塘包装一下，供
游客休闲娱乐。”

“实现乡村振兴，建设更加美好的
新生活，咱们就必须付出更大的努
力。”陈昱里信心十足地说。

（本报三亚11月7日电）

三亚天涯区文门村规划建设黎族风情生态农庄

好生态让村民端上金饭碗

本报永兴岛11月7日电（记者
刘操 通讯员宋起来）“十九大报告提
出要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永兴学校作
为一所海岛学校，要办出海洋特色、
岛礁特色。”11月6日上午，党的十九
大代表、三沙市委书记田湘利来到三
沙市永兴学校，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

“进校园”宣讲活动。
在永兴学校二楼教室，田湘利与

老师们围坐在一起，向大家宣讲党的
十九大精神，分享学习心得与体会。
他说，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大会。作为学校的老师，既
要学习掌握十九大精神，也要宣传十
九大精神，更要践行十九大精神。

田湘利说，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
非常重视，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必
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
育改革”。这几年，我国教育事业发
展突飞猛进，有目共睹。永兴学校的
成立、成长就是中国教育事业取得长
足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偏远的岛礁
上建成一所学校，非常不容易，具有
标志性意义。这也印证了习近平总
书记十九大报告中说的“五年来的成
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

“希望各位老师对十九大报告关
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内容多学习、多
思考，联系教育实际，深学、细悟、笃
行，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作出应

有的贡献。”田湘利表示。
田湘利说，十九大报告中对生

态文明建设作出了战略部署。生态
文明建设要“从娃娃抓起”，这和教
育工作密切相关，是老师们义不容
辞的责任。永兴学校的老师要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帮助政府在提升渔
民、居民的文明素质上多作努力。

“目前永兴岛正在推行垃圾分类，学
校可以教学生如何进行垃圾分类，

也可以通过成人教育班普及这方面
的知识。”

田湘利表示，永兴学校的老师要
多学习掌握海洋知识，并把知识传授
给孩子们，寓教于乐，让孩子们了解
海洋、认识海洋、热爱海洋。“让他们
长大后，会将自己在岛礁的成长经历
当作最美好的回忆，能为自己学到的
海洋知识而自豪。”

“学习十九大精神一定要落实到

实际工作中，落实到具体行动上。”田
湘利希望老师们立足三沙这个特殊
的平台，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积极作
为，将永兴学校办成特色明显、在全
国叫得响的学校。

宣讲结束后，田湘利还与老师们
进行座谈，了解目前学校办学中存在
的问题和困难，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建
议，现场研究改进教学条件、提高教
学质量的措施。

十九大代表在基层

十九大代表田湘利在三沙市永兴学校宣讲十九大精神

海岛学校要办出海洋特色岛礁特色

海南控股举行十九大精神
宣讲报告会

将十九大精神转化为
推动工作强大动力

本报海口11月7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王梅玉）今天上午，海南
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举行党的
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省委党校党
委书记、常务副校长王和平向公司
104名干部职工作了十九大报告专
题宣讲。

王和平从珍惜新成就、明确新方
位、肩负新使命、遵循新思想、踏上新
征程、担当新任务六个方面作了解
读，“我们的任务在哪里，目标在哪
里，使命在哪里，十九大报告清晰地
告诉了我们”，这些解读引起了与会
者的共鸣。

大家一致认为，专题宣讲用简明
通俗的语言，通过大量实例、今昔情况
对比等，对十九大报告进行了系统解
读，有高度，有理论，也有实践，使大家
对党的十九大精神有了更清晰的理解
和把握。

宣讲结束后，海南控股党委书
记柳松华强调，公司各级党组织，
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在学懂弄
通做实上下足功夫，将十九大精
神转化为推动工作强大动力，推
动十九大精神在公司深入人心、
落地生根。

本报三亚11月7日电（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潘彤彤）“党的十九大报
告让我们更加明确了，作为基层一线
公路养护工人需要始终保持一颗爱
岗敬业、刻苦耐劳的初心。”5日晚，在
听完省交通运输厅负责人深入基层
一线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后，亚龙湾
道班班长符积强在学习本上写下这
样一句话。

“大家对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交

通强国应该都深有体会。我记得
年轻的时候，上学的土路都不能
叫路。现在我们不仅建设了那么
多高速公路，还提出打造‘五化’
公路，还要建设‘四好农村路’。”
面对听讲的一线工人，省交通运
输厅党组书记、厅长林东通过结
合行业发展案例，将一个个身边
的故事融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
宣传之中。

没有精美的课件，也没有教案，
养护一线工人、机关管理人员、海棠
湾至亚龙湾国道改造施工项目部工
作人员都表示，这堂十九大报告的课
听得很明白。

“今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生动易
懂，非常接地气，给了我很多启发。
我了解了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更增
添了一份使命感。”三亚公路分局路
政科科长盘小华说。

用群众语言讲理论，用身边的事
解释大道理，一线员工听得明白。
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省交通运
输厅要求各直属单位在积极宣传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同时，更要通过通
俗易懂的语言构建群众性大课堂，
通过讲述国家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故
事，讲述革命优秀传统，在谈收获、
说变化、论前景中激发一线工人的
理论认知、情感认同。

省交通运输厅深入一线宣讲十九大精神

家常话里讲清交通强国大道理

十九大精神进机关

十九大精神进企业

11月6日，十九大代表、三沙市委书记田湘利（右五）来到三沙市永兴学校，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进校园”宣讲活动。
通讯员 许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