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1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邮发代号：83-1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有小阵雨 夜间 多云，有小阵雨 风向风速 东到东北风4级 温度 最高24℃ 最低22℃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22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订阅热线：66810505 邮发代号：83-1

H A I N A N R I B A O

星期四 国内统一刊号CN46-0001 / 今日AB二叠16版
南海网 www.hinews.cn www.hndaily.com.cn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丁酉年九月廿一 初五小雪 2017年11月
1950年5月7日创刊/ 海南日报社出版/ 第22312号 9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记者
李忠发 谭晶晶 潘洁）国家主席习近
平和夫人彭丽媛8日陪同来华进行国
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
尼娅参观故宫博物院。两国元首夫妇
在故宫宝蕴楼茶叙，共同参观故宫前
三殿，观看文物修复技艺展示和珍品
文物展，并欣赏京剧表演。

季秋时节，故宫红垣溢彩，黄瓦流
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故宫宝蕴
楼迎接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两国
元首夫妇互致问候，亲切寒暄，共同步
入宝蕴楼落座茶叙。

宝蕴楼内茗香满室，乐音绕梁，人
文渊薮。习近平热烈欢迎特朗普在当
选美国总统1周年之际来华进行国事
访问，感谢特朗普全家今年4月在海
湖庄园的热情接待，祝特朗普夫妇在
中国访问愉快。

习近平强调，特朗普总统此次访
华意义重大，不仅为中美两国高度关
注，也为世界各国所瞩目。相信在双
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将取得积
极和重要成果。习近平应询向特朗普
介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刚刚
闭幕的中共十九大重要成果。

特朗普感谢中方对他此次访华作
出的周到安排，祝贺中共十九大圆满
闭幕和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
记，称赞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期
待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取得成功。

习近平向特朗普介绍了故宫的历

史，指出故宫是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不
可或缺的窗口。随后，习近平夫妇陪
同特朗普夫妇前往前三殿参观。两国
元首夫妇经内金水桥，穿过太和门，在
恢弘庄重的太和殿广场合影。两国元
首夫妇沿故宫中轴线，依次参观了太和
殿、中和殿、保和殿，体会着三大殿中文
名称中蕴含的“和”的中国文化传统。
特朗普惊叹故宫建筑群的蔚为壮观，不
时兴趣盎然地驻足凝望，仔细品味着朱
墙黄瓦、雕梁画栋，更对底蕴深厚、内涵
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深表赞叹。

参观完前三殿后，两国元首夫妇
来到故宫文物医院，先后观赏了钟表、
木器、金属器、陶瓷、纺织品、书画等文
物修复技艺展示，现场参与书画修复
体验，并共同观看了珍品文物展。两
国元首积极评价中美两国在文物修复
方面开展的广泛、深入合作。

红日衔山，华灯初上，两国元首夫
妇转入畅音阁，沿途欣赏景泰蓝工艺
精品和制作技艺展示并“点蓝”互动，
共同欣赏京剧《梨园春苗》、《美猴王》、
《贵妃醉酒》三个精彩剧目。来宾们阵
阵掌声和声声喝彩不绝于耳。

参观交流期间，两国元首还就治
国理政及中美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
交换了看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等
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陪同美国总统
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参观故宫博物院

11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陪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参观故宫
博物院。这是两国元首夫妇在太和殿广场合影。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记者
胡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日致信祝贺中
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80周
年，向全国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致以
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长期以
来，中国记协加强新闻队伍建设，拓

展对外新闻交流，引领广大新闻工作
者积极宣传党的主张，深入反映群众
呼声，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为我
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
设、改革伟大胜利凝聚了强大舆论力
量、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

习近平强调，在新时代，希望中
国记协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牢记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
命，深化改革，开拓创新，保持和增强
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更好把广大
新闻工作者凝聚起来，真正建设成为

“记者之家”。希望广大新闻工作者
坚定“四个自信”，保持人民情怀，记
录伟大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
国声音， 下转A03版▶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记协成立80周年强调

把广大新闻工作者凝聚起来
记录伟大时代唱响奋进凯歌

王沪宁会见新闻工作者代表并讲话

本报老城11月8日电（记者罗
霞）今天，省长沈晓明到海南生态软
件园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并开展专
题调研，要求充分发挥海南比较优
势，立足海南特色，狠下功夫吸引人
才，务实推动海南创新创业发展，切
实把十九大精神落实到推进创新创
业发展的各项具体工作中。

在海南生态软件园会议室，沈晓
明向到场的近30家海南生态软件园
入园企业的代表进行宣讲。看到互
联网企业负责人绝大多数三四十岁

的年纪，朝气蓬勃，沈晓明非常高兴，
一坐下来便跟大家说：“我自告奋勇
到你们这儿来宣讲，希望今天的宣讲
有别于传达、有别于以往的开会，能
有所创新，特别是宣讲方式有更多的
科技含量。”他拿出手机，打开精心准
备已存到手机里的宣讲课件《8个关
键词，带你读懂十九大报告》，直接用
手机操作，让大家一边听一边浏览投
影仪上的课件。

沈晓明围绕“重大意义”“大会主
题”“历史性变革”“新时代”“历史使

命”“思想体系”“新征程”“政策指引”
等8个关键词，提纲挈领对报告进行
宣讲。最后，他又从头到尾对报告全
貌作了一番自己的总结：“8个关键
词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新时代其实是
给我们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定了一
个新的历史方位，方位定了以后还要
定目标，历史使命就是我们的目标；
有了方位有了目标还要有一个指导
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就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指导思
想是战略，还要有战术，14个坚持就

是战术层面上的安排；有了方位、目
标、指导思想，还要有实现的策略，两
步走、两个阶段就是策略；有了方位
有了目标有了指导思想又有了策略，
具体的实现的路径就是这9条政策
指引。大家要进一步加强系统学习，
深入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

聆听完省长的宣讲后，海南腾讯
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
负责人一一发言，畅谈学习十九大精
神的体会，纷纷认为随着党的十九大
召开，企业创新创业发展迎来了新机

遇，并就海南创新创业发展和工业园
区建设提出许多建议。沈晓明对大
家的发言逐一认真记录，并不时插话
交流。考虑到一些企业家在短时间
内无法尽意，他特意嘱咐大家会后提
交书面材料，以便他回去仔细研读。

宣讲前，沈晓明还来到海南云
江科技有限公司、海南一村一品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考察企业运营情
况以及员工生活情况。在海南云江
科技有限公司，他详细了解公司主
打产品特点， 下转A03版▶

沈晓明赴海南生态软件园宣讲十九大精神并开展专题调研

立足特色注重人才务实推进创新创业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李煜）
今天上午，由省政协书画艺术研究院和省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共同主办的“海南巨幅书画作品邀请展”在省博
物馆开幕。

省政协主席于迅观看展览，省政协副主席王应际
宣布展览活动开幕并陪同观展。老干部肖若海、陈成
出席开幕式。

据介绍，本次展览是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省委七届二次、三次全
会精神，助推海南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开创海南书画
艺术新风而举办的。巨幅书画展在我省举办尚属首
次，展览汇集了我省48位艺术名家的52幅书画精
品，作品题材广阔、风格各异，既凸显了地方特色，又
赋予了深刻的时代背景，从多方面、多角度歌颂和推
介美好新海南。

展览活动至11月12日，展期5天。

省政协书画艺术研究院举办
海南巨幅书画作品邀请展
于迅观看展览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记者金昌波）今天上午，
省委副书记李军与来琼参加“遏制琼州海峡毒品通道
现场会”的国家禁毒办、公安部禁毒局以及广东、广西、
海南三省区禁毒相关部门负责人就加强堵源截流区域
协作进行交流座谈。

李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现场会在海南召开表示欢
迎。他说，召开这次现场会，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落实“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求的具体
表现。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禁毒工作，刘赐贵书
记亲自推动，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毒三年大会战，强力
推进“八严工程”，实现了病残吸毒人员全员收戒，社会
治安明显好转。今年8月又以“行动令”方式开展禁毒
大会战“秋冬攻势”，持续保持对毒品犯罪的高压态
势。这些成绩的取得，要感谢国家禁毒委、公安部的大
力支持，感谢广东、广西等兄弟省区的通力协作。

李军指出，琼州海峡是毒品进入海南的主要通道，
堵源截流对打击毒品犯罪意义重大，希望琼粤桂三省
区把合作之手越握越紧、越握越实， 下转A03版▶

（相关报道见A02版）

“遏制琼州海峡毒品通道
现场会”在琼召开
李军与参会代表座谈

■ 本报评论员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要团结带领人民
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
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
加坚强有力。”党的十九大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与时俱进提出了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作出了推进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
部署，为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指明了
方向。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
歇歇脚的想法。我们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就要认真把握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部署、新要求，
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
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重大命题，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和党的建设，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
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为党和国
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进入新时代，我
们党依然面临着复杂的执政环境，依然面临着“四大考
验”“四种危险”，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
素依然存在，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
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治。基于此，我们必须坚持问题
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就要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
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
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
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
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
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
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
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
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就要认真落实十
九大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八个方面的重要部署。要结合
海南实际，将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下转A02版▶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评论之九

本报海口11月8日讯（记者彭
青林）今天晚上，省委书记刘赐贵主
持七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九次
集体学习，原原本本学习了《中共中
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
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和《中共中
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
实施细则》，要求全省各级领导干部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大兴调查研究之
风，以实际行动向党中央看齐、向习
总书记看齐，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体现在具体工作中，做忠诚
干净担当的好干部。

省领导沈晓明、于迅、李军、毛超
峰、王瑞连、张琦、胡光辉、蓝佛安、肖

莺子、肖杰、严朝君、张韵声、李宪生
分别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大家一致
认为，中央政治局出台的这两个文件
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的新部署、新要
求，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体
现了我们党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不
断提高和对自身要求更加严格。新
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用实际行动为全
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作出了表
率、树立了典范。

刘赐贵强调，全省各级领导干部
要带头做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
忠诚，就是要增强“四个意识”，做到
对党绝对忠诚，对习总书记绝对忠
诚，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权威，自觉维护党中央集中统
一领导，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信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实现。省委
班子要自觉把海南的工作放到全国
大局中去思考谋划、抓好落实，各市
县各部门要在“全省一盘棋”中找准
定位，谋划工作。干净，就是要严格
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
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设防线、明规矩，不
折不扣执行有关规定。特别在省级
人大政府政协换届工作中，要坚持好
干部的标准选人用人，匡正选人用人
风气；要认真落实“九个严禁”的纪律要
求，守好廉洁自律底线。担当，就是要
在各自岗位上履好职尽好责。尤其各
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落实
中央和省委的各项部署，全面提高执政
能力，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以“钉钉子”
精神和“盯住干、马上办、改到位”的劲

头推动工作；勇于直面问题，沉下去一
件一件抓整改，做到问题不积压、矛盾
不上交；增强忧患意识，对潜在风险心
中有数，做到“唱功”好“做功”更好。

刘赐贵要求，在全省大兴调查研
究之风，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到困难
多、有矛盾的地方调查研究，推动化
解矛盾、解决问题。要把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贯穿调查研究全
过程，做到知行合一、学做结合；要严
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坚决摒弃形式
主义，做到不走过场，摸实情、听真
话；要注重研究问题，解决矛盾，推动
工作。当前要把调查研究与完成今
年各项任务结合起来，与谋划明年工
作结合起来，与推动脱贫攻坚和促农
民增收结合起来，与做好省级人大政
府政协换届工作结合起来，与加强安
全生产和维护社会稳定结合起来，与

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结合起来，与全面从严治党加
强党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

刘赐贵强调，要迅速传达学习文
件精神，认真领会，抓好落实；要结合
海南实际，以问题为导向，认真研究
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加强
作风建设的具体措施和办法。

在会上，刘赐贵公开承诺作为省
委书记，自己要率先垂范，给省委常
委们带好头，同时要求省委常委们要
给全省领导干部带好头，层层示范，
争做表率，督促带动各级干部凝心聚
力推动工作，为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省领导许俊、康耀红、贾东军、林
北川、李国梁、王路、何西庆、董治良、
贾志鸿、马勇霞、史贻云、陈莉、王应
际、丁尚清、王勇等参加集体学习。

刘赐贵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时要求全省领导干部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做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

沈晓明于迅李军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