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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凌广志
王晖余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和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的历史节
点，党中央赋予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新的重大历史使命。半年多来，围
绕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海南推出了哪些新举措？取
得了哪些新进展？日前，《瞭望》新闻
周刊记者专访了海南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

吃透中央精神埋头苦干

《瞭望》：海南省委采取了哪些行
动深入学习、准确领会党中央和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的重要精神？

刘赐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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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
动下，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

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
见；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发表主旨演讲时，
进一步提出抓紧研究提出海南分步
骤、分阶段建设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
度体系，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进程。这些都赋予了海南全
新的重大使命、战略定位和历史机
遇。海南省委把学习这一系列重要
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长期的首要政
治任务，切实把全省干部群众的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一是省委带头，以上率下学。抓
好学习、准确领会，是我们贯彻落实
好习近平总书记“4·13”“11·5”重要
讲话和中央相关文件精神的“第一粒
扣子”。海南省委先后召开了14次
常委会会议、4次理论中心组学习
会，坚持原原本本、逐字逐句地全面
学习，真正领会精神实质、把握精髓
要义。全省各级党委（党组）也都第
一时间组织开展专题学习，推动学懂
弄通做实。

二是覆盖全省，落地基层。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必须激励形成广
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的强大合力，我
们在全省开展宣讲报告5000余场，
直接听众50余万人。通过开展“万
名党员进万村讲万场”、设立“新时代
琼崖传习所”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开办网上学校等方式，大力推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中央
相关文件精神进企业、进农村、进机
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站，
受众超过1000万人次。

三是结合实际，学以致用。全
国其他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有着很
好的经验，我们到先进地区学经
验、学实践，做到学以致用、以用促
学。省委组织党政考察团分11个
组，分赴全国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考察学习各先行地区的好经验好
做法。 下转A02版▶

刘赐贵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

海南蹄疾步稳开新局

文昌航天发射场
完成嫦娥四号测控

本报文城12月8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黄国
畅）12月8日凌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搭载着嫦娥四
号探测器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而起。

“铜鼓岭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火箭起飞数分
钟后，一声清脆的口令从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指控中
心的机房传来，严阵以待的文昌航天发射场指控中心
工作人员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接过了“接力棒”。

作为文昌航天发射场内唯一参加嫦娥四号任务
的测控单位，该中心党委高度重视，积极筹划，今年
以来，累计完成300余个课目演练，岗位操作手人均
演练时间达到600多个小时，全力以赴保障嫦娥四号
测控任务。

据悉，当前各类型任务高度密集，时间紧、任务重，
各项任务交叉并行，文昌航天发射场指控中心人员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克服一切困难，积极推进发射场信
息化智能化建设，狠抓创新团队建设，狠抓装备适应性
改造，狠抓装备效能提升，认真做好各项任务准备工作。

李军在省委脱贫攻坚战督查组工作
专题会议上强调
围绕提质增效开展严督实导

本报保城12月8日电（记者金昌波）12月7日上
午，省委副书记、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指挥长李军
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主持召开省委脱贫攻坚战督查
组工作专题会议，强调要以高质量全覆盖的督查传导
压力、压实责任，助推脱贫攻坚提质增效。

成立省委脱贫攻坚战督查组是我省落实脱贫攻坚问
题整改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自今年5月成立
以来，9个省委脱贫攻坚战督查组驻点市县，紧盯脱贫攻
坚工作的薄弱环节，查实情、找问题、促整改，做了大量卓
有成效的工作。会议对近期督查工作进行了部署。

李军指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脱贫攻坚督查工
作，省委书记刘赐贵多次作出指示批示，对督查组委以
重托、寄予厚望。当前，我省脱贫攻坚工作进入关键时
期，对督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督查组的同志要切
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四个意识”，以高度的责任感、
使命感做好工作。要把握督查重点，紧紧对标国家考
核指标体系，对贫困户精准识别、精准退出、脱贫人口
返贫情况，以及因村因户帮扶工作群众满意度和脱贫
攻坚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等重点考核内容进
行逐项督查，特别是要加大对深度贫困村、贫困发生率
高的重点村的督查力度，力争做到全覆盖。要坚持严
督实查，坚决克服好人主义，敢于较真碰硬，在精准发
现问题的同时强化督查督办，使问题真正得到解决。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9个省委脱贫攻坚战督查
组组长、副组长参加会议。

12月7日，省委书记刘赐贵，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在老西线铁路三亚至乐东段沿线的轨道车上仔细研究西线
铁路旅游路线改造工作。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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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桂大地起春潮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

广西发展纪实
(见A08版)

我国探月工程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发射
开启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探测之旅

(见A09版)

本报三亚12月8日电（记者彭
青林）12月5日至8日，省委书记刘
赐贵在三亚、陵水、乐东、保亭调研，
先后实地考察20余个点，并召开座
谈会，推动各地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
精神，谋划部署“大三亚”经济圈建设
的相关工作。刘赐贵指出，必须从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
行“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
加快建设“大三亚”经济圈对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机遇
感、责任感、紧迫感，在服务国家战略
上体现“大三亚”的新担当、新作为、
新成效，在实施区域协调、城乡融合
发展上为全省起示范带头作用。

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参加调
研和座谈。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大三亚”经
济圈发展的最强优势和最大本钱。
作为全省总河湖长，刘赐贵乘船巡看
三亚海棠湾藤桥河，实地查看陵水提
蒙乡金冲河打击“砂霸”和国际旅游
岛先行试验区海风小镇内湾养殖等
情况，强调任何时候都要以对历史和
人民负责的态度，严守生态底线，深
化污染治理，加快整治内湾养殖，确
保生态质量只能变好、不能变差。

完善基础设施是建设“大三亚”
经济圈的必备前提。刘赐贵实地考
察了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公路、
土福湾至海棠湾通道工程、南山港等
项目，乘坐轨道车研究老西线铁路的
旅游化公交化改造，要求加紧推进

“丰”字型路网、三亚新机场选址和南
山港建设等工作，要紧紧围绕建设生
态路、景观路、旅游路、交通路、幸福
路“五路”要求，整体规划推进，促进

“大三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产业和园区是打造“大三亚”经

济圈的重要支撑。刘赐贵考察了清
水湾国际游艇小镇、富力海洋欢乐世

界、神玉岛文化旅游区、中国电子三
亚基地、乐东民贵哈密瓜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高明火龙果生产基地、广
西南繁基地、三亚创意产业园区等
地，研究了三亚深海科技城、大学城、
南繁科技城规划，要求紧紧围绕旅游
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主
导产业，前瞻统筹规划、优化产业布
局，推动与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融合发
展，整合全国南繁育种资源，加快完
善公共设施平台，加大育种就地转化
力度，打造“大三亚”产业“王牌”；园
区要整体规划、分次供地，配套优质
教育、医疗资源和便利生活设施，打
造有效服务国家战略、吸引全球优质
项目和人才落户的产业新高地。

城乡融合发展是海南不同于其
他自贸区的重要特点，也是构建“大
三亚”经济圈的重要基础工作。刘赐
贵走访中廖村、什栋村等美丽乡村，
实地检查脱贫攻坚工作，强调要坚持

“用最好的资源吸引最好的投资者”
理念，吸引能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市
场主体参与建设，强化美丽乡村的特
色产业支撑。要着力改善村容村貌，
凡是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都要充
分就业，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带
头示范，推动解决脱贫内生动力不足
的问题。

在12月8日上午的调研座谈会
上，三亚、陵水、乐东、保亭的市县委
书记分别就推进“大三亚”经济圈工
作情况和下一步工作计划作汇报。

刘赐贵指出，“大三亚”经济圈热
带资源得天独厚，是海南这块“宝地
中的宝地”，要坚定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
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
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合理配置资
源，在实施区域协调和城乡融合发展
战略中为全省起示范带头作用。要
聚力做好产业文章，旅游业要以国际
旅游岛建设为抓手，推动旅游和热带

高效农业融合发展，服务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建设；现代服务业要鼓励会
展、金融、医疗健康、总部经济发展，
要有历史耐心，坚定执行房地产调控
措施，确保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高新
技术产业要大力支持数字经济、海洋
经济、互联网产业和创意产业发展，
在实现区域协调和城乡融合发展中
构建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
业体系。各市县、各园区要避免同质
化重复建设，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益。

刘赐贵强调，“大三亚”区域要切
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服从服务于

“一带一路”建设和海洋强国等重大
国家战略，紧紧围绕国家深海基地南
方中心、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国

家热带农业科学中心、全球动植物种
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等平台建设，整
合各方资源，明确短中长期目标，建
立和严格落实项目责任制，推动各项
目按时间节点做一个成一个。

刘赐贵指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的道路没有坦途、注定充
满艰难险阻。“大三亚”各级党委、政
府要切实增强机遇感、责任感、紧迫
感，以“长征精神”锁定目标、不畏艰
险，集中精力攻克前进路上遇到的每
个难题，在服务国家大局上扛起新担
当、体现新作为、取得新成效。要不
断完善省域“多规合一”，重大事项要
先谋后动、科学论证，按程序慎重决
策。确定好的事项，就要分解细化任

务，层层压实责任，扎实推动落实。
要深入开展“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专
题活动，稳妥推进市县机构改革，以
实际行动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生动范例。

沈晓明作具体部署，要求抓紧研
究制定“大三亚”总体规划，深入分析
未来空间发展方向和推进区域一体
化发展的具体措施，加大体制机制创
新力度，进一步推动产业协调发展。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主
持座谈会并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
出具体要求。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
辉，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
副省长刘平治、范华平、苻彩香、沈丹
阳参加相关活动。

刘赐贵调研“大三亚”经济圈建设时要求

在服务国家战略上体现“大三亚”新担当新作为新成效
当好区域协调和城乡融合发展的示范者领头羊

沈晓明参加调研

本报三亚12月8日电（记者徐慧玲）美丽三亚，星光璀
璨。12月8日晚，备受瞩目的第68届世界小姐全球总决赛在
三亚举行，118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佳丽选手汇聚天涯。经过
激烈的角逐，墨西哥小姐Vanessa PONCE DE LEON、泰
国小姐Nicolene Pichapa LIMSNUKAN和乌干达小姐
Quiin ABENAKYO分别获得本届世界小姐全球总决赛的
冠亚季军（见右图，本报记者武威摄）。中国选手无缘十二强。

在总决赛现场，118位佳丽盛装亮相，展示各自国度的
特色文化，多家媒体全球直播这场美丽赛事。

世界小姐全球总决赛自2003年与三亚首次结缘，今年
已是第八次在三亚举办。

第68届世界小姐全球总决赛三亚举行

墨西哥小姐摘得桂冠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特别报道

琼中女足励志故事鼓舞人心

《旋风女队》获华表奖
优秀少儿影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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