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2018年4月14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陈彬 美编：杨薇A02

■■■■■ ■■■■■ ■■■■■

新华社海口4月13日电 庆祝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13日下午
在海南省人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
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在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征程上，经济特区不仅
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出水
平。经济特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
握好新的战略定位，继续成为改革开放的
重要窗口、改革开放的试验平台、改革开
放的开拓者、改革开放的实干家。（讲话全
文见A04版）

习近平指出，新时代，海南要高举改
革开放旗帜，创新思路、凝聚力量、突出
特色、增创优势，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的新标杆，形成更高层次改
革开放新格局。党中央最近研究制定了
《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
导意见》。希望海南广大干部群众抓住
机遇、再接再厉，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持新发
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发挥自
身优势，大胆探索创新，着力打造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
务保障区，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生动范例，让海南成为展示中国风范、
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王沪宁出席。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习近
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是我
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30周年。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
集会，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
年，就是要充分肯定经济特区建设的历
史功绩，深刻总结经济特区建设的宝贵
经验，在新时代新起点上继续把全面深
化改革推向前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提供强大动力。

习近平强调，兴办经济特区，是我们
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作出的重大决策。40年来，深
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区
不辱使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历史进程中谱写了勇立潮头、开拓进
取的壮丽篇章，在体制改革中发挥了“试
验田”作用，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

“窗口”作用，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海南等
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
充分证明了党中央关于兴办经济特区的
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习近平指出，海南是我国最大的经
济特区，地理位置独特，拥有全国最好的
生态环境，同时又是相对独立的地理单
元，具有成为全国改革开放试验田的独
特优势。海南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具有特殊地位和重
要作用。海南要坚持开放为先，实行更
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建立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
局。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
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
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
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这是党中央着眼于国际国内发展大局，
深入研究、统筹考虑、科学谋划作出的重
大决策，是彰显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积极
推动经济全球化决心的重大举措。海南
建设自由贸易港要体现中国特色，符合
中国国情，符合海南发展定位，学习借鉴
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
方法。我们欢迎全世界投资者到海南投
资兴业，积极参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共享中国改革成果。

习近平强调，海南要站在更高起点
谋划和推进改革，下大气力破除体制机

制弊端，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要强化改革举措系统集成，科学配置各
方面资源，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人才体制、财税金融体制、收入分
配制度、国有企业等方面的改革，支持海
南设立国际能源、航运、大宗商品、产权、
股权、碳排放权等交易场所，形成更加成
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要深化地方党
政机构改革，科学配置行政资源，转变政
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结合自身实际改
革和完善行政管理体制，为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新的探索。

习近平指出，海南要坚决贯彻新发
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要积
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数字经
济，推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卫星导
航、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
加强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海南）建
设，打造国家热带农业科学中心。国家
支持海南布局建设一批重大科研基础设
施和条件平台，打造空间科技创新战略
高地，设立海南国际离岸创新创业示范
区。要重点发展旅游、互联网、医疗健
康、金融、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加快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形成以服务型经济为主
的产业结构。要提高基础设施网络化智
能化水平，加密海南直达全球主要客源
地的国际航线。要实施更加开放便利的

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实现离岛旅客全覆
盖，推进全域旅游发展。要做强做优热
带特色高效农业，打造国家热带现代农
业基地。要坚定走人海和谐、合作共赢
的发展道路，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支
持海南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加强深海
科学技术研究。

习近平强调，海南要牢固树立和全
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上先行一步，为全
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表率。党中央支持
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为全国
生态文明建设探索经验。要实行最严格
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率先建立现代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监管体制，积极开展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热带雨林等国
家公园。要严格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建
立健全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
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

习近平指出，海南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推进民生领域体
制机制改革，着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
水平，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公共资源向基层延
伸、向农村覆盖、向困难群体倾斜，着力
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现实利益问题。要
支持海南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鼓励
国内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在海南设立分
支机构，鼓励海南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

源，举办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
目，支持海南开展国际人才管理改革试
点，允许外籍和港澳台地区技术技能人
员按规定在海南就业、永久居留，允许在
中国高等院校获得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优
秀外国留学生在海南就业创业。要支持
海南建立吸引外国高技术人才的管理制
度，构建更加开放的引才机制，让各类人
才在海南各尽其用、各展其才。

习近平强调，经济特区处于改革开
放前沿，对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
设有着更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坚
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
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
题、办事情，在践行“四个意识”和“四个自
信”上勇当先锋，在讲政治、顾大局、守规
矩上做好表率。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深
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教育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自觉抵制不良风气对党内生活的侵
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庆祝大会上，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
工程研究所实验室钳工周皓、海南省委书
记刘赐贵、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先
后发言。海南省省长沈晓明主持大会。

丁薛祥、刘鹤出席大会。中央和国
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其他经济特
区代表、海南籍华侨代表、海南省各界代
表等参加大会。

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党中央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

王沪宁出席

4月13日下午，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在省人大会堂举行。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李英挺 摄

■ 新华社记者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征程
上，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
办得更好、办出水平。”习近平总书记13
日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社会各界的强
烈反响。

举目已是千山绿，宜趁东风扬帆起。
广大干部群众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对办好经济特区发出了新时代的进
军号令，必将极大鼓舞和动员全国各族人
民，凝聚起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经济特区建设为改革开放
作出重大贡献

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
重大决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40年来，深圳、
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区不
辱使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历史进程中谱写了勇立潮头、开拓进取
的壮丽篇章，在体制改革中发挥了“试验
田”作用，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窗
口”作用，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多次被会场

长时间热烈掌声所打断，很多同志流下
热泪，拍红了手掌，我们特区干部群众倍
感鼓舞！”刚刚参加完庆祝大会的海南省
发改委主任符宣朝难掩激动的心情。他
说，海南省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
而兴。总书记在讲话中对海南等经济特
区建设予以充分肯定，作出明确部署，体
现了党中央对办好经济特区、推动改革
开放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仲春时节，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深
圳市的罗湖区翠竹街道绿树成荫。30
多年来，翠竹街道从加工厂房集聚地发
展成宜居宜业的珠宝企业集聚社区，成
为深圳翻天巨变的一个缩影。

“特区建设不仅实现了经济社会跨
越式发展，更给广大群众带来了看得见
的实惠。”翠竹街道党工委书记朱锋说，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实践证明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
充分证明了党中央关于兴办经济特区的
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
年来，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中国、影响世界。

“1978年的那个冬夜，父辈们按下
的18枚红手印，成为改革开放的一声春

雷。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展现了
中国新时期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心和魄
力。”在“大包干”发源地安徽小岗村，“岗
二代”严余山说，今天的小岗村正朝向

“国家5A旅游景区、全国研学旅游示范
基地、国内知名特色小镇、皖北乡村旅游
典范”的目标大踏步迈进，“我们也要撸
起袖子继续加油干”。

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经过多年的
开发建设和对外开放，已从一个偏僻落
后的海岛县蜕变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

“平潭顺应改革开放大势，在先行先
试、探索实践中闯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改
革发展新路径。”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主
任林文耀表示，进入新时代，平潭理应有更
新更大作为。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让改革创新的脚步永
不停歇，让对外开放的大门开得更大。

让海南成为展示中国风范
的靓丽名片

海南是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在我
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
中具有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

对于新时代海南的改革开放，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指出，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生动范例，让海南成为展示中国风
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片。

“总书记的讲话，不仅吹响了海南改
革发展的冲锋号，也发出了中国改革开
放的最强音。中国新一轮更大规模、更
深层次、更宽领域的改革开放将从此开
启！”符宣朝说，海南干部群众一定要抓
住发展机遇，打造好海南这张靓丽名片。

“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习近平总书
记宣布的一系列重大政策让基层干部群
众为之振奋。

“长期以来，海南‘两头在外’的岛屿
型经济缺乏竞争优势，港口贸易、港航运
输行业也一直处在较低发展水平。自由
贸易港的建设将带来人流、物流、资金流
的自由流动，推动物流、金融等现代服务
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海南港航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长林健说。

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推动高
质量发展，是海南书写发展新篇章的根
本保障。

“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了积极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数字经济，重点
发展旅游、互联网、医疗健康等现代服务
业，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等，为新时
代海南转向高质量发展设计了蓝图，也
明确了施工图。”海南省工信厅厅长王静
说，海南要坚定不移发展实体经济和先

进制造业，依靠创新引领发展、赢得未
来，为新一轮改革开放打造驱动力、注入
新动能。

“党中央明确海南要着力打造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
服务保障区，这是海南发展的重大历史
性机遇。”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
长迟福林说，我们要发扬经济特区精神，
在打造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拓展更加
开放的发展局面上走在全国前列。

当好改革开放的开拓者
和实干家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特区要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把握好新的战略定
位，继续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改革
开放的试验平台、改革开放的开拓者、改
革开放的实干家。

在黑龙江中国一重15000吨级自由
锻造水压机上，一个烧得火红的巨大钢
坯正被锻压成型。“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
的前沿，其建设过程中展现出的创新思
维和开拓精神，对国企下一步深化改革
具有启示意义和指导作用。”中国一重党
委组织部长张百忠感慨地说，总书记强
调要破除体制机制弊端，这对推进国企

改革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未来我们要
继续深化改革，用改革推动老国企焕发
新生机。

开放发展，是雄安新区建设的重要
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
表示，雄安新区秉持“无改革创新，无雄
安价值”的理念，加强顶层设计，积极开
展支持雄安新区“1+N”政策体系研究，
在对外开放领域先行先试，全面吸收借
鉴国际国内先进经验和政策。

新疆是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随
着天气转暖，位于新疆霍尔果斯市的中哈
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多个工程项
目开始施工，合作中心投资建设再度提速。

“合作中心是我国探索与周边国家
新型经贸合作的重要尝试，在沿边开放
模式创新方面具有标杆作用。”霍尔果斯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郭建斌说，要
奋力将霍尔果斯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核
心区先行先试综合示范区、丝绸之路经
济带核心区枢纽门户城市，为“一带一
路”建设和新时代改革开放贡献力量。

风劲帆满海天阔，同舟共济再出发。
“蓝图已经绘就，我们要以‘功成不

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继往开来，创造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
辉煌。”海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朱华友说。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凝聚起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强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