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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国际研讨会”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研讨会”圆满成功预祝

新华社上海10月24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日前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
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在我国改革开
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5年来，
各自由贸易试验区认真贯彻党中央
决策部署，锐意进取，勇于突破，工作
取得重大进展，一大批制度创新成果
推广至全国，发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
试验田作用。

习近平强调，面向未来，要在深
入总结评估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
想、积极探索，加强统筹谋划和改革
创新，不断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发
展水平，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
制度创新成果，把自由贸易试验区

建设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
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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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
献更大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5年来，有
关地方和部门密切配合，推动自贸试
验区在改革开放的“深水区”积极探
索创新，勇于攻坚克难，在多方面取
得重大进展，成绩应予充分肯定。望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坚持新发展理念，更大
力度推动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创
新。要着眼解决深层次矛盾和结构
性问题，强化改革统筹谋划和系统集
成，继续狠抓制度创新，加快形成发
展和竞争新优势。积累更多可在更

大范围乃至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进
一步发挥改革开放“排头兵”的示范
引领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
总理韩正24日出席自由贸易试验区
建设五周年座谈会并讲话。韩正表
示，建设自贸试验区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形势下全面深
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一项战略举
措。5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
领导下，有关地区和部门共同努力，
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继续解放思想、提高认
识，牢牢把握制度创新这个核心，进
一步推动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和高
质量发展。

韩正强调，自贸试验区是国家
的试验田，不是地方的自留地，要一
切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进行探索和
试验。自贸试验区是制度创新的高
地，不是优惠政策的洼地，要紧紧
依靠制度创新激发市场活力。自
贸试验区是“种苗圃”，不是“栽盆
景”，要加快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
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自贸试验区
是“首创性”的探索，不是简单优化
程序，要坚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
改，彰显改革开放试验田标杆示范
带动引领作用。

韩正要求，有关地区和部门要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做
好自贸试验区各项工作。要加快转
变政府职能，扎实推进“证照分离”改

革，深化负面清单制度改革，推进贸
易监管制度创新，加强改革系统集
成。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奋力开创自贸
试验区建设新局面，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作出新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胡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出席会议。国务院推进政府职能转
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成员单
位、国务院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中央有关部门、
1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所在省市和自
由贸易试验区管理机构负责同志参
加会议。

习近平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继续解放思想积极探索 加强统筹谋划改革创新
把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李克强作出批示 韩正出席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五周年座谈会并讲话

本报海口10月24日讯（记者况
昌勋）10月24日上午，省长沈晓明
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全
省高等教育布局规划和引进国内外
知名高校有关工作。他强调，高等
教育事关海南未来发展，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
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创新体制
机制，引进国内外知名高校，优化高

等教育布局，努力推动海南成为教
育改革开放新标杆。

会议听取了海南省高等教育布
局中长期规划思路和引进国内外知
名高校进展情况的汇报。与会人员
就优化高校布局、体制机制创新、人
才培养结构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听取汇报和发言后，沈晓明对
做好海南高等教育事业提出了要

求。一是要在体制机制创新和开放
两个维度上下功夫，强化系统集成，
推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二是要按
照相对集中的原则优化高等教育空
间布局，中外合作办学主要布局在
园区。三是要优化学位和学科布
局。加大研究生培养规模，提高高
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能力。根据
人才市场需求结构及时对学科进行

调整。四是要重视教师队伍建设，
落实人才政策，做好住房等保障工
作，创造人才期待的发展环境，促进
高校引进高层次人才。五是提高人
民群众受教育程度，切实增强获得
感。六是重视高等教育的政府投
入，适度发挥社会资本积极效应。

副省长王路，省政府秘书长倪
强参加会议。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时提出

创新体制机制推动海南高等教育发展

儋州入选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先导区创建名单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海南日报记者10月23日从农
业农村部官方网站获悉，农业农村部将天津市蓟州区等
155个县（市、区）确定为2018年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先导区创建名单并予以公示，我省儋州市入选。

根据关于支持创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
区的意见要求，农业农村部开展了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先导区创建工作。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先导区是指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部分县乡等行
政区或某一产业集聚区，坚持产前产中产后有机衔接和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成型、成熟的融
合发展模式和全产业链条，产业价值链增值和区域品牌
溢价效果已初步显现，市场竞争已经由产品竞争上升到
产业链竞争的新高度，并且其做法经验可复制、可推广，
能够在全国发挥标杆引领和典型示范作用的区域。

本报海口10月24日讯（记者彭
青林 傅人意）按照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办公室安排，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10月24日上
午在省人大会堂举行。同时，报告会
以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在各市县和
洋浦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4600余
人收听收看报告。报告会前，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在海口
会见了来琼作报告的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事迹报告团第三组全体成员。

刘赐贵首先代表省四套班子和
全省人民对报告团一行表示欢迎。
他说，习总书记在“4·13”重要讲话
中指出，要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
无上的地位；中央12号文件要求，到
2020年要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目标。脱贫攻坚是海南全
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加快建设经济繁荣、社
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
新海南的应有之义。当前，海南脱贫
攻坚进入决胜阶段，全省上下要认真
贯彻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的重大决
策部署，贯彻落实习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确

保在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
康，不落下一个贫困群众。

刘赐贵表示，报告团成员都是全
国脱贫攻坚一线涌现出的杰出代
表，你们身上的故事感人至深、催人
奋进，你们所作的报告将为全省广
大干部群众带来脱贫攻坚的宝贵经
验和精神力量，进一步增强贫困群
众的内生动力，鼓舞我们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

报告团第三组组长兰玉杰表示，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先
进典型的社会宣传工作，在全国设立
脱贫攻坚奖，从今年开始要连续三年
开展脱贫攻坚先进典型巡回宣讲。
报告团将贯彻落实好习总书记关于脱
贫攻坚的重要指示精神，传播脱贫经
验，讲好扶贫故事，树立攻坚信心，同
时发现海南脱贫攻坚工作的经验和典
型，共同推动海南脱贫攻坚工作。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肖莺子主
持报告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
西庆、副省长范华平、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路志强、省政协副主席李国梁
出席。 下转A02版▶

（相关报道见A02、A03版）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海口举行
刘赐贵会见报告团成员

我省出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

到2020年基本实现
残疾儿童应救尽救

本报海口10月24日讯（记者良子 符王润 实习生
唐小璇 文敏）省政府近日出台《海南省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规定，到
2020年，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的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制度体系，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残
联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
格局，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

《办法》规定，救助对象为0-17岁的视力、听力、
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救助对象
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具有海南省户籍或居住证；
二是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具备诊断资质
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书；三是有康复救助需求及
康复服务适应指征。另外，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建
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的残疾儿童，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
养的残疾儿童，残疾孤儿，纳入特困人员供养范围的残
疾儿童优先救助。

救助内容包括康复训练、矫治手术、辅助器具适配三
项内容。其中，康复训练中对于听力残疾儿童开展功能
评估、言语康复能力评估、康复训练等，每年康复训练时间
不少于10个月。0-6岁每人每年补助标准不少于1.4万
元。对于肢体、智力残疾儿童，孤独症儿童开展功能评估、
康复训练、日常生活能力训练、社会参与能力训练等，每年
康复训练时间不少于10个月。0-6岁每人每年补助标准
不少于3万元；7-17岁每人每年补助标准不少于1万元。

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
民营企业家名单发布
海马集团董事长景柱入选

本报海口10月24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郑立）10月24日，全国工商联
在北京发布《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
营企业家名单》，海南省工商联主席、海
马集团董事长景柱为我省唯一入选者。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为宣传
民营经济发展巨大成就，展示民营企业
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风采，
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决定推荐宣传
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

李军出访捷克保加利亚
塞尔维亚归来

本报海口10月24日讯（记者王玉洁）10月15日
至24日，应捷克总统特命代表、捷中友好合作协会主
席、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省省长、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
自治省省长的邀请，省委副书记李军率团对捷克、保加
利亚和塞尔维亚进行了友好访问。

访问期间，李军先后出席了2018中国投资论坛和
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并分别在

“农业和食品加工业”“农业和旅游”分论坛上发言，介绍
了海南独特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优势以及推进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情况，提出了在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深化海南与中东欧地区农业、
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的意见建议；会见了捷克农业部副
部长、捷克总统特命代表、捷中友好合作协会主席、南摩
拉维亚州发展委员会主席、捷克驻华使馆副馆长、保加利
亚普罗夫迪夫省省长、农业部副部长、中国-中东欧国家
农业合作促进联合会执行主任、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自
治省省长等，就充分利用“16+1”合作机制，推动海南与
所访三国在农业、旅游、文化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促进
友城交往项目化、机制化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诸多共
识；实地调研了欧中经济开发区以及有关特色小镇、乡村
农庄、专业合作社，深入考察所访国发展休闲农业、推进
农旅融合等方面的情况。李军还代表海南省与保加利
亚普罗夫迪夫省签署了正式结好协议，与塞尔维亚伏伊
伏丁那自治省签署了关于加强友好交往合作备忘录。

10月24日，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省人大会堂举行。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本报海口10月24日讯（记者
罗霞 实习生王淼 通讯员谢芳春）省
商务厅10月24日提供的统计数据
显示，今年以来，我省电子商务实现
平稳增长，前三季度全省网络交易额
超1400亿元，同比增长27%以上。

今年前三季度，全省网络交易
额1447.28亿元，全国排名第25位，
同比增长27.27%，增速较全国高出
3.42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全省网络
零售额411.02亿元，全国排名第21
位，同比增长31.48%，增速较全国
高出3.12个百分点。其中，实物型

网络零售额206.05亿元，占网络零
售额的50.13%；服务型网络零售额
204.97 亿 元 ，占 网 络 零 售 额 的
49.87%，同比增长38.74%，增速较
全国高出5.77个百分点。

实物型网络零售中，食品保健等
重点行业主导作用明显。1-9月，食
品保健、3C数码、玩乐收藏类网络零
售额分别为93.73亿元、26.61亿元、
22.05 亿 元 ，行 业 占 比 分 别 为
45.49%、12.92%、10.7%，居前三位。

服务型网络零售中，在线旅游、
在线餐饮、生活服务等三大行业增长

迅速，1-9月分别成交140.37亿元、
31.52亿元、28.30亿元，行业占比分
别为68.48%、15.38%、13.81%。我
省在线旅游热度指数排名前十位的
热门景点有海棠湾、亚龙湾、南山文
化旅游区、三亚宋城千古情旅游区、
天涯海角、呀诺达热带雨林、分界洲
岛、鹿回头风景区、西岛、南湾猴岛。

从地区分布来看，1-9月，海口
市网络交易额达1005.39亿元，稳居
全省第一，占全省的69.5%；三亚市、
文昌市网络交易额分别为186.72亿
元、70.22亿元， 下转A02版▶

我省电子商务平稳增长

前三季度海南网络交易额超14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