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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为严格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产地准出制度，保障海南省出岛农产品质

量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海南省农产品质量

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海南省农业农村厅要求所有出岛农产品必须

持有产地农业部门的检测证，码头出岛农产品质量检查检测站对持证进行

核查并随机抽检，凡检测不合格的，一律由产地农业部门监督销毁，并溯

源追究产销者责任。

特此公告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2018年11月13日

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 （记者
彭青林 王培琳 周晓梦）今天上午，
省委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听取我省民营企业代表
的意见建议，就进一步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作出部署。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刘赐贵出席并讲话，要求全
省上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践行“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
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高度的
荣誉感、机遇感、责任感，落实更加有
力、务实管用的十项具体举措，推动
海南民营企业做优做强，更好服务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大局。

座谈会由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
明主持，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座谈
会，省委副书记李军在会上全文传达
了习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

来自全省十二个重点产业的120
多家民营企业代表参加座谈会。陈
峰、苏展鹏、许启泰、董玉锁、李日成、
赵树华、陈方旭、周鸿辉、丁春青、刘文
民、张乾荣、李倩、刘国华等13家民营
企业代表，和省发改委、省自然资源
和规划厅、省市场监管局、中国人民

银行海口中心支行负责人依次发言，
交流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的体会，就我省民营企业发展面临
的形势问题及如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提出意见建议。刘赐贵认真听取发
言，不时就企业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流，
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尽快解决。

刘赐贵带领大家重温了近期习
总书记多次就民营经济发表的重要
讲话、作出的重要指示。他说，支持
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一贯方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
从党和国家基本方略、法律保障、政

策支持、深化改革等方面作出一系列
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习总书记主
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给民营企业发展吃下“定心
丸”、开出“救心方”、注入“强心剂”，
为新时代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根本
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全省上下包
括每个部门和单位工作人员、每个企
业员工都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
来，把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推
动民营经济发展的行动指南，转化为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

海南民营经济贡献了全省57%

的GDP、81%的税收、75%的技术创
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
95%的企业数量、64%的投资、68%
的进出口额。特别是今年4月13日
以来，全省新增注册民营企业数同比
增长58.65%，发展势头很好。

刘赐贵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建省
办经济特区30年来为海南改革开放
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民营企业和民
营企业家表示衷心感谢和由衷敬
意，并与大家一起深入分析当前海
南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挑战
和机遇。 下转A02版▶

(相关报道见A02版)

刘赐贵在海南省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要求

以更加有力务实管用的举措推动海南民营企业做优做强
服务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大局

沈晓明主持 毛万春李军出席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记
者赵博）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上午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
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习
近平强调，在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进
程中，香港、澳门仍然具有特殊地位
和独特优势，仍然可以发挥不可替代
的作用。希望港澳同胞继续以真挚
的爱国热忱、敢为人先的精神投身国
家改革开放事业，顺时而为，乘势而
上，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香
港、澳门更好发展，共同谱写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篇章。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参加会见。
会见中，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林郑月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崔世安以及部分访问团成员先后
发言，表达了对改革开放道路、“一国

两制”的高度认同。他们表示，没有
国家的改革开放，就没有港澳今天的
发展局面。他们还回忆了亲身经历
的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和各项建设事
业的故事，并就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
和“一国两制”实践提出意见和建
议。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
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是改
革开放40周年，在这个时机我们邀
请香港、澳门各界代表组团来内地参
观访问，并安排今天这样的会见和座
谈交流，表明中央充分肯定港澳同胞
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作用和贡
献。大家讲了很好的意见，从中可以
感受到大家的拳拳赤子心、殷殷爱国
情，感受到大家对国家改革开放的高
度认同，对“一国两制”方针的高度认

同，对香港、澳门与祖国共命运、同发
展关系的高度认同，也能感受到大家
对祖国和香港、澳门未来的信心。大
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很好，我们会
认真研究。

习近平强调，总结改革开放成功
的实践，在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港
澳所处的地位是独特的，港澳同胞所
作出的贡献是重大的，所发挥的作用
是不可替代的。今天在座各位，大多
数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到内地投资兴
业，从事捐资助学等社会公益活动。
习近平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参与
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港澳
同胞和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衷心的感
谢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港
澳同胞和社会各界人士发挥的主要

作用，包括投资兴业的龙头作用、市
场经济的示范作用、体制改革的助推
作用、双向开放的桥梁作用、先行先
试的试点作用和城市管理的借鉴作
用。习近平指出，40年改革开放，港
澳同胞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是受益
者也是贡献者。港澳同胞同内地人
民一样，都是国家改革开放伟大奇迹
的创造者。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就
是香港、澳门同内地优势互补、一起
发展的历程，是港澳同胞和祖国人民
同心协力、一起打拼的历程，也是香
港、澳门日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
享祖国繁荣富强伟大荣光的历程。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国家改革开放
和“一国两制”事业也进入了新时
代。对香港、澳门来说，“一国两制”

是最大的优势，国家改革开放是最大
的舞台，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是新的重
大机遇。我们要充分认识和准确把
握香港、澳门在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
中的定位，支持香港、澳门抓住机遇、
乘势而上，培育新优势，发挥新作用，
实现新发展，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对大家提出4点希望。
一是更加积极主动助力国家全

面开放。在国家扩大对外开放的过
程中，香港、澳门的地位和作用只会
加强，不会减弱。希望香港、澳门继
续带头并带动资本、技术、人才等参
与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一轮高
水平开放。特别是要把香港、澳门国
际联系广泛、专业服务发达等优势同
内地市场广阔、 下转A02版▶

习近平在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强调

在国家改革开放中实现香港澳门更好发展
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篇章

韩正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陆慷12日宣布：应巴布亚新几
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和总理奥尼尔、
文莱达鲁萨兰国苏丹哈桑纳尔、菲律宾

共和国总统杜特尔特邀请，国家主席习
近平将于11月15日至21日对上述三
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在巴新同建交太平
洋岛国领导人会晤。其间，应巴布亚新

几内亚独立国总理奥尼尔邀请，国家主
席习近平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出席
在巴新莫尔兹比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
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习近平将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文莱和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

并在巴新同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2018年11月5日在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
讲《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
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单行本出版

本报石碌11月12日电（记者曾毓慧 特约记者
林朱辉 通讯员杨耀科）“你看，党报用这么大篇幅报道
了咱们县五大村老党员李光明带动近百乡亲种哈密瓜
致富的事情。李光明是我们身边的党员榜样，咱们都
要向他看齐！”11月12日，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水
头村致富带头人刘松平，带着几名贫困群众在鸡舍里
忙乎一个上午后，趁着午休闲暇，拿出海南日报11月
6日《住进“密瓜楼”生活甜蜜蜜》的新闻报道，给身边
的贫困户鼓劲打气。

2017年2月，36岁的刘松平将入党申请书递交至
水头村党支部，经过党组织考核，现今他已成为一名预
备党员。“以前总觉得自个富了就好，现在才认识到，只
有带着乡里乡亲摘掉穷帽子走上致富路那才叫真本
事！”刘松平坦言，带领乡亲致富的信心与动力，源于近
年来勤读党报党刊、勤上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3年前，一门心思寻找致富门路的刘松平，创办了
昌江悦源种养专业合作社，发展霸王山鸡养殖。然而，
受资金束缚，养殖场始终“小打小闹”难以做大。自
2016年起，在昌江扶贫部门牵线协调下，水头村19户
贫困户的产业发展资金入股至该养殖场。“我以前在海
南日报上看到过其他地方贫困户抱团发展特色产业
的报道，觉得这个办法我也可以借鉴。”自此，刘松平带
着这些贫困群众撸起袖子加油干，在短短两年时间里，
该养殖场共销售霸王山鸡近万只，入股的贫困群众也
从中获得分红及工钱共计约30万元，目前已有17户
贫困户摘掉了穷帽子。

“我也要申请入党，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帮
扶带动更多贫困户尽快脱贫致富。”当刘松平真诚地递
交这份入党申请书时，村党支部书记刘宝忠备感欣慰
与鼓舞。据介绍，目前，水头村已有86名党员，村党支
部鼓励致富带头人和贫困户勤上夜校、勤读党报。如
今，每逢闲暇，总有一些群众主动来到村党支部党群活
动室翻阅党报党刊，每当看到党报报道当地脱贫致富
的励志故事，或是有关党员榜样的事迹，大家总不忘传
阅、交流，提振了脱贫致富的信心。

“没想到我的脱贫故事上了今年5月31日的海南
日报，这份报纸我要好好珍藏！”39岁的陆海恩原是石
碌镇山竹沟村贫困户，一家5口人挤在低矮破败的老
房子里， 下转A04版▶

昌江连续3年
为全县基层党员订阅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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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 12日讯 （记者刘操 通讯员符
总）11月12日下午，由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主
席韩勇率领的住陕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抵琼开展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全域旅游发展情况”考察。省政
协主席毛万春及我省有关部门负责人与考察团一行
进行了座谈。

毛万春在座谈会上对住陕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的
到来表示欢迎，向住陕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以来对海南
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当前，海南全省上
下正深入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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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全力推进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陕西在自贸
区体制机制创新、发展全域旅游等方面有很多好经验，
值得海南学习，此时考察团来琼意义重大，将对海南相
关工作形成有力推动。希望通过此次考察团来琼考察
交流，进一步增进两省友谊，深化两省在农业、旅游、科
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地共同发展。

韩勇表示，住陕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来到海南考
察，目的是学习借鉴海南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以及全域旅游发展方面锐意探索创
新、不断深化改革所取得的好经验好方法。陕西和海
南有很多共同点，都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都具有独特
的资源禀赋，都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希望以
此次考察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两省政协间的沟通和交
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优势，在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
建设，推进绿色发展、壮大旅游产业等方面取得更深层
次、更宽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助力两地经济社会更
好地发展。

副省长苻彩香在座谈会上介绍了海南自贸试验区
建设工作进展情况。省政协副主席马勇霞，秘书长王
雄出席座谈会。

住陕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副团长马中平，成员张
道宏、王二虎、郑小明、刘新文，陕西省政协秘书长闫超
英出席座谈会。

在琼期间，考察团将深入海口、文昌、琼海、陵水、
三亚、保亭等地实地考察。

韩勇率住陕全国政协委员
考察团来琼考察
毛万春主持座谈会并讲话

海南中行多举措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记者
王培琳）记者今天从中国银行海南
省分行（以下简称海南中行）获悉，
该行认真贯彻中央部署要求和总
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根据民
营企业经营特点与融资需求，整合
金融产品和服务流程，多措并举支
持海南民营经济的发展。

民营企业是海南经济发展的重
要力量，海南中行发挥多元化、综合
化比较优势，做好产品组合，优化服
务流程，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结
算、现金管理、理财、代发薪等一揽
子综合性金融服务，帮助民营企业
提高财务管理水平，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助力业务发展。

持续深化与各个领域的民营骨
干企业的战略合作，2015年以来，
海南中行先后与海南逸盛、今典集
团、观澜湖、汉地阳光、申亚置业等
省内多家大中型民营企业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或业务合作，涉及旅游
地产、油气化工、零售百货、商务会
展等9大类行业，以多元化、全方
位综合金融服务，实现银企合作互
利共赢。

持续加大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
力度。2015年以来，海南中行累计
为民营企业授信 240 亿元，截至
2018年10月末， 下转A04版▶

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记者
陈雪怡 周晓梦）11月12日，中国工
程科技发展战略海南研究院（以下简
称海南研究院）理事会会议暨学术委
员会会议在海口召开。这是海南研
究院成立后召开的首次理事会会议
和学术委员会会议，标志着该院工作
全面展开。

昨晚，省长沈晓明会见了中国工
程院副院长王辰等与会院士代表。
沈晓明简要介绍了海南推进自贸区
建设情况，同大家就进一步推动海南

研究院建设、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聚焦海南省重大需求与关键问
题加强研究、促进工程科技服务于海
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务
实交流。

海南研究院是中国工程院和海
南省人民政府共建的工程科技区域
智库。海南研究院理事会由中国工
程院、海南省分管领导担任理事长。
海南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由28名中国
工程院院士，12名海南省资深专家
构成，共分为南繁与热带农业、海洋

科技、航空航天、医疗健康4个重点
领域专家组。

海南研究院将借助中国工程院
强大的高端人才资源，发挥多学科交
叉融合的优势，以解决海南省经济社
会及工程科技发展重大需求为目标，
以项目研究形式为主，重点围绕南繁
和热带农业、海洋科技、航空航天、医
疗健康4个领域开展战略性研究、高
层次学术交流和院士行活动，形成具
有前瞻性、综合性、针对性的研究成
果，为海南省政府决策提供科技支

撑，为海南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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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区提供有力支撑。海南省政府
将全力支持海南研究院的各项工作，
为院士、专家发挥作用做好保障。

学术委员会会议审议海南研究
院2018年咨询研究项目，并对2019
年咨询研究项目方向提出建议。海
南研究院2018年咨询研究项目涵盖
南繁硅谷建设、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
展、氢能发展等。 下转A02版▶

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海南研究院理事会会议召开
沈晓明会见与会院士代表

我省各市县多举措加快农村危房改造进度，截至11月2日

1.1万余户贫困户住上安居房

生产日期自己定 减肥“神”药“隐身”卖

看非法网店如何“套路”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