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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况昌勋

“如梦境一般”，周皓轻拍着胸口。
今天下午，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

工程研究所实验室钳工周皓，在庆祝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发
言，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自己在海南的
工作。他也是唯一在会上发言的基层
代表。

“得知要在庆祝大会上发言，既感到
光荣，也感到意外。”会后，周皓在接受海
南日报记者专访时坦言，“因为我来海南

才两年，时间很短。”
2016年3月，周皓才到海南工作，但

在踏上琼州大地的那一刻，他就认定了
自己“海南人”的身份。

“海南这片热土是值得我奉献一
辈子的地方。”在今天的庆祝大会上，
周皓一开始就直抒胸臆，讲述了自己
对海南的喜爱。“我对海南的第一印
象就是这里就像一个大花园，连空气
都是甜的，全省上下自觉按照习总书
记的要求，倍加珍爱、精心呵护海南
的青山绿水、碧海蓝天，让游客来了

就不想走。”
吸引周皓的不仅是花园般的环境，

还有如家般的温暖。在庆祝大会上，他
讲述了一个故事：“来海南后，我当选了
党的十九大代表，海南省代表团集体合
影时，省委书记刘赐贵坚持让基层代表
坐前排。”

周皓说：“我感到海南对人才很关
心，人才也愿意来海南。”

庆祝大会上，周皓仔细聆听了习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生怕漏了一句。

“习总书记对海南改革开放发展寄予

厚望，赋予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
的重大责任和使命。”周皓说，有习总
书记的厚爱和指引，“而立之年”的海
南，一定能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
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
范例。

“习总书记说，支持海南建设现代
化海洋牧场，加强深海科学技术研究。
这对我们深海科技工作者来说，是鼓
舞，也是鞭策。”周皓说，在海南工作期
间，有幸参与了两次远赴太平洋马里亚
纳海沟的深海科考任务，参与并见证了

国家深海科研取得的丰硕成果。“今后，
我要继续努力，把每项工作都做好，创
造新的业绩。”

“昨天，习总书记到了深海所考
察，很亲切地和我及同事们握手，勉励
我们要献身祖国科技研发事业，努力
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研究出更多更
好成果，推动科研同实际应用相衔接，
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周
皓说，习总书记的每一句话他都牢记
在心。

“我的工作主要是深海科研装备

的加工、制造和维修。我们的深海科
研装备都是自主研发的，没有可参考
的标准，都是根据需求来进行加工和
不断调试。我们要以敢闯敢试、敢为
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撸起袖子
加油干，为大国重器保驾护航，不负习
总书记的期望。”周皓说。

庆祝大会刚结束，周皓就迫不及待
地赶回三亚。“我要与同事们分享好消
息，把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给
大家。”

（本报海口4月13日讯）

作为唯一基层代表在庆祝大会上发言，中科院深海所实验室钳工周皓说：

“海南是值得我奉献一辈子的地方”

本报海口4月13日讯 （记者彭青
林）在今天下午的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30周年大会上，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刘赐贵表示，全省上下一定
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建省办经济特
区30周年为新起点，坚定不移全面加
强党的建设，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
坚定不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定不
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保障和

改善民生，坚定不移实施人才强省战
略，努力在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体
现海南新担当，体现新时代的新作为新
亮点，再创经济特区新辉煌。

刘赐贵代表中共海南省委、省人
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各族
人民，对习总书记亲临海南视察并出
席庆祝大会，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

的感谢，对各位领导和来宾表示热烈
的欢迎。

刘赐贵回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高度重视和
科学指导；回顾了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年特别是习总书记2013年视察海南以
来，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发生的巨大变
化。他说，海南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
革开放而兴。实践证明，中央兴办经
济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改革开

放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
由之路。只要我们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就一定能够实现美好新
海南的奋斗目标，创造出无愧于新时
代的新业绩。

刘赐贵表示，习总书记在庆祝大会
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对新时代经济特
区的新使命作出深刻阐述，指引我们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认真

学习贯彻落实。要坚定不移全面加强
党的建设，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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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
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海南落地见效。要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深化体制机制
改革创新，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形
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有效服务国家战
略。要坚定不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坚定不移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以最严的举措保护生态
环境，加快建设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
要坚定不移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升人民群
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要坚定
不移实施人才强省战略，确保各类人
才各得其所、各展其才。

刘赐贵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表示

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以“六个坚定不移”再创经济特区新辉煌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况昌勋

天蓝海碧，满目葱茏，春日的海南生
机勃发！

4月13日下午，庆祝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30周年大会在海口举行。来自
我省各界和我国其他4个经济特区的代
表聚精会神，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
代经济特区新定位的重要阐释，以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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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谆谆
嘱托。

“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
要办得更好、办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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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是重若千钧的温暖嘱托，这是扬

帆远航的响亮号角！
掌声如雷，经久不息，代表们起身站

立，向习总书记致以崇高的敬意。
“太激动了！手都拍红了，心跳得

很快，真为我们的家乡感到骄傲！”大
家纷纷表示，一定牢记习总书记的温
暖嘱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新时代新起点
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加快建设美
好新海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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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献力量。

三十年探索实践
换来全新面貌

琼崖纵队老战士庄迪流今年94岁
了，腿脚有些不便的他为了准时赶到会
场，提前两个多小时就从家里出发了。
记者见到他时，他穿着整洁的绿色军服，
把胸前的军功章整了又整。

“一转眼，都30年了。这30年里，
海南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庄迪流和战
友陈泽安十分感慨：“我们当初闹革命，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现在，
我们的理想实现了——以前吃饭老吃地
瓜，现在顿顿都有米饭和肉；以前出门要
徒步跋涉，如今不仅可以坐汽车，还能坐
环岛高铁……”

30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和探索
实践，让海南从一个欠发达的边陲海
岛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驰
名中外的国际旅游岛，更让海南人民
的生活发生明显改善，城乡面貌发生
深刻变化。

少数民族代表、海南省青少年希
望基金会理事长羊光然对此深有体
会。他的出生地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
镇大炮村曾经是一个交通闭塞、经济
落后的“山沟沟”，建省办经济特区以
来，特别是最近5年间，他每一次回家

都有新的发现：“不是这个村又修通了
几条水泥路，就是那个村又盖起了几
栋‘香蕉楼’‘菠萝楼’。乡亲们的新居
里，电脑、电视机、电冰箱一应俱全，不
少人还利用淘宝、微信等平台卖起了
自家的农产品。”

改革开放带来的美好新生活，激发
了广大群众参与建设家乡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凝聚起了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强大正能量。

在继往开来中
推进伟大事业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迸发的机遇，
由全国人民共享。

1994年，海南椰国食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钟春燕和其他“闯海人”一样，怀着
满腔热血来到海南。20多年来，她在海
南创新创业，申请了178项专利，其中6
项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2项被授予

“中国专利金奖”。
钟春燕说，在海南迎来30岁生日的

今天，习总书记给海南科技工作者送来
了“大礼包”，明确国家将支持海南布局
建设一批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条件平
台，她对此十分期待，“我将继续扎根这
片热土，继续追求我的梦想，继续与海南
共同成长。”

海南将如何得到成长？习总书记的

谆谆教诲，为此指明了方向——
“历史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

者，机遇属于勇于创新、永不自满者”“一
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
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
进”……

“我认为，这就是海南农垦进一步
深化改革需要秉承的精神、遵循的指
示。”在海南农垦工作了40多年的全国
劳动模范、原海南农垦总局副局长彭
隆荣很是激动：“农垦改革得到了习总
书记的肯定，我感到非常振奋！习总
书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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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要发扬敢闯敢试、敢为
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把海南农
垦打造成为热带农业王牌产业的主力
军。作为全国劳模，我更要在其中作
出表率和示范！”

党的十九大代表、海南大学党委书
记武耀廷的心情同样久久不能平静。习
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提到，“要支持海南
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武耀廷表示，
海南大学将不负习总书记的厚望，加快
学校转型升级和“双一流”建设步伐，全
面落实“部省合建”海南大学和海南省政
府“聚全省之力办好海南大学”的各项决
策部署，在学科建设方面着重发力，突出
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努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进教材、进师生头
脑，并将其转化为推动海南大学内涵式
发展的巨大动力。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代表们坚信，
只有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只有实干才能
梦想成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为实干者撑腰，为干事者鼓劲，全省上
下更应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推动改革不停
顿、开放不止步。

今天的海南三十而立
蓄势待发

许多代表注意到，在对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作出指示的过程中，习
总书记多次提到“人民”和“群众”这两
个关键词——“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从群众
关心的事情做起，从群众不满意的地
方改起”……

“这一番深情质朴的话语，昭示了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追
求，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的
爱民情怀。”住琼全国政协委员、台盟
海南省委主委连介德一直关注民生问
题，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他曾提出建
议，加强我国农村小流域环境治理力
度，助推农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
现。他表示，他将倍加珍惜全国政协
委员这一身份，积极参政议政，抓住人

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抓住最需要关心的人群，一件事情接
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锲而
不舍向前走，为海南百姓争取更多切
切实实的获得感、幸福感。

还有许多代表说，从习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海南的
发展蓝图已经绘就——覆盖全岛的自由
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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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将始终站在改革开
放最前沿，在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方面
先行先试、大胆探索，为全国提供更多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一项项重要的改革举措，一个个
巨大的发展红利，令我们感到惊喜，对
海南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海南省第
五人民医院院长黎青山说，大家深刻
地感受到，党中央从决定设立海南经
济特区开始，就决心把海南岛好好发
展起来。今天的海南，正可谓“三十而
立，蓄势待发”！

走出礼堂，他们仍不愿离去，热烈
地交换参会感想，不时发出畅快的笑
声。这笑声，浸透着自豪、传递着自信、
充满了期待；这笑声，回荡在广袤的琼
州大地上，为辉煌的过去，更为灿烂的
未来……

（本报海口4月13日讯）

吹响扬帆改革开放新航程的响亮号角
——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侧记

这是注定被历史铭记的重要时刻！
这是注定被铸入丰碑的崭新起点！

4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庆祝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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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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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铿
锵有力、饱含深情的声音，不时被全场热
烈的掌声打断。特别是当总书记宣布党
中央支持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时，全场响起雷鸣般
的掌声，久久不息。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庆祝海南建省办
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并在大会上宣布
赋予海南经济特区更加开放的优惠政
策，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经
济特区发展的亲切关怀和殷殷厚望，充
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海南经济特区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大力
支持。总书记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海南
等5个经济特区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充分
肯定了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年发展
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并对海南经济

特区在新时代新起点上的改革开放赋予
了新的重大责任和使命，提出了更高的
目标和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高
屋建瓴，内容丰富，内涵深刻，意义重大，
为海南经济特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
范例提供了根本遵循。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是30年前在
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党中央作出的一
项重大决策。3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
和全国大力支持下，海南经济特区坚持锐
意改革，勇于突破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经
过30年不懈努力，海南已从一个边陲海
岛发展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
海南经济特区是我国经济特区的一个生
动缩影，海南经济特区取得的成就是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实现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

性成就的一个生动缩影。海南经济特区
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海南发展的部署和要求是完全正确的，
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巨大优
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30年前，海南因改革开放而生；30年
来，海南因改革开放而兴。30年的发展
实践证明，改革开放始终是海南经济特
区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一招”。争创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要求
我们必须继续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
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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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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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
多更公平惠及人民。要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正确
方向。我们要以“钉钉子精神”，牢牢抓
住改革开放这根海南经济特区发展的生
命线，努力使海南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的新标杆。

历史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
者，机遇属于勇于创新、永不自满者。站

在新时代的新起点上，面对习总书记的
嘱托和厚望，肩负党中央赋予的新责任、
新使命，面临新的重大历史机遇，我们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功成不必在我”
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
当，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奋发有为，锐意
进取，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
彻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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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发挥自身优势，大胆探索创新，大力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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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举改革开放旗帜 把握重大发展机遇
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

社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