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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去年省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666亿元
超额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

对标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继续啃硬骨头确保干一件成一件

李克强王沪宁出席

导读

B04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
近平1月23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并发
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
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
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
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
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要对标到
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继续打硬仗，啃
硬骨头，确保干一件成一件，为全面
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
革任务打下决定性基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
宁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总体
实施方案》、《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
见》、《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关于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
质量的意见》、《关于鼓励引导人才向
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的意
见》、《关于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

实施意见》、《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
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关
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
施的若干意见》、《关于构建市场导向
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
《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
案》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2019年工作要点》、《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2018年工作总结报告》、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落实
情况总结评估报告》。

会议指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
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
重要举措。要增强资本市场对科技
创新企业的包容性，着力支持关键核
心技术创新，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要稳步试点注册制，统筹推进发

行、上市、信息披露、交易、退市等基
础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以信息披露为
中心的股票发行上市制度。

会议强调，要按照山水林田湖草
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创新自然
保护地管理体制机制，实施自然保护
地统一设置、分级管理、分区管控，把
具有国家代表性的重要自然生态系
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实行严格保
护，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
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
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

会议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遵循教育规律，强化教师队伍
基础作用，围绕凝聚人心、完善人格、
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的工作
目标，发展素质教育，把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义务教育全过
程，着力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
义情怀、 下转A02版▶

“学习强国”海南学习平台
正式上线运行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陈蔚林）经过一个多
月的紧张筹备，1月23日，“学习强国”海南学习平台
正式上线运行。该平台的搭建，将为海南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全方位、多层次地提供在线深入学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资源。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学习、建设学习大国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全党大
学习的有力抓手，是新形势下强化理论武装和思想教
育的创新探索，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宣传贯彻不断深入的重要举措。省委高度
重视“学习强国”海南学习平台建设工作，组建了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对平台建设工作进行部署。

据了解，“学习强国”海南学习平台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线，
紧密结合海南贯彻落实习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
中央12号文件精神的具体实践，开设“习近平情系海
南”“直通自贸港”“理论头条”“学习先锋”“文明实践大
行动”“脱贫攻坚”“海南党史”“海南文化”“海南印象”
等9个一级栏目，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着力推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海南落地生根。

其中，“习近平情系海南”栏目主要宣传习总书记
历次视察海南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海南发展
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直通自贸港”栏目及时播
报海南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进程；“理论头条”栏目主要宣传解读习总书记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论述；“学习先锋”栏目通过深
入宣传海南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鼓励全省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勇当先锋、做好表率；“文明实践大行动”栏目紧
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
点工作的进展成效进行宣传；“脱贫攻坚”栏目关注精准
扶贫新模式，全力冲刺打赢脱贫攻坚战“最后一公里”；

“海南党史”栏目生动展现海南红色历史，帮助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以史为鉴，把握现在， 下转A02版▶

■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方案》等。

■会议强调，党中央支持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开展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目的是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资源环境生态条件好
的地方先行先试，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积累经验。海南省要精心组织，明确任务，落实责任，
抓出成效。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要做好协调指导支持工作。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梁
振君 通讯员吴晓博）海南省重点项
目去年累计完成投资666亿元，完成
年度投资计划约107%，快于序时进
度7个百分点，超额完成年度投资计
划。重点项目建设有力地支撑了海
南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
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月23日从省发
改委获悉的。

2018年，海南共安排省重点项目
70个，总投资6431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624亿元。与往年相比，2018年
我省安排的重点项目具有以下主要

特点：一是提高准入门槛。根据经济
发展需要，去年列为省重点项目的投
资规模标准做了重大调整，较以往标
准提高了1-5倍不等。譬如旅游业、
会展业、地产业（旅游地产、商业地
产）项目总投资 20亿元以上；互联
网、金融、物流、医院、教育、体育、文
化项目总投资10亿元以上；热带农
业、医药产业、海洋产业、低碳制造业
项目总投资5亿元以上；高新技术、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产业项目总投
资1亿元以上；路网、水网、电网、气
网、光网等“五网”基础设施项目总投

资20亿元以上。
2018年，有9个省重点项目建成

竣工或进入扫尾阶段。其中，4个项目
建成竣工，分别是三亚亚特兰蒂斯水
上乐园项目、海口五源河文体中心项
目、琼中至乐东高速公路项目、海口齐
鲁高端药品研制及产业化项目；5个项
目进入竣工扫尾阶段，分别是中国铁
塔海南基础网络完善工程项目、琼中
抽水蓄能电站项目、陵水富力海洋欢
乐世界项目、陵水清水湾南国侨城旅
游度假区项目、铺前大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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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2018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通讯员 张元元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农村
美不美、农业强不强、农民富不富，决
定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
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省紧紧围绕
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海南乡村振兴战
略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
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以实现
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为标准要求，不
断提高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琼岛沃野上正绘制着这样的新
美景：农民辛勤劳作，沃野芳香四溢，
农村颜值气质不断提升、农业发展硕
果累累，在奔小康的路上，不落下一
个贫困群众……

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促农增收

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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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指出，海南
是我国唯一的热带省份。要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发挥热带地区气候优
势，做强做优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打
造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进一步
打响海南热带农产品品牌。要发展
乡村旅游，打造体现热带风情的精
品小镇。

与全国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相
比，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广大的农
村，海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岛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最大的短板在农
村，最薄弱的基础是“三农”。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省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踏石留印、蹄疾
步稳，为农业农村发展积蓄动力、增
添动能、创造活力。

——产业兴则百业兴，大力发展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海口火山荔枝、三亚莲雾、陵水
圣女果、东方哈密瓜……在2018年
冬交会上，这些名优农产品吸引了来
自世界各地客商的目光。冬交会上，
我省签订农产品订单总额达772.37
亿元，比上届增加106.08亿元，农民
的腰包也越来越鼓。

数据显示，预计2018年我省农
林牧渔业增加值1034.44亿元，同比
增长4.1%，高出全国平均水平0.5个
百分点，其中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增加
值758.3亿元，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
上升至73.3%。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激发农
民种地积极性，助力农业提档升级。

2018年，我省印发《海南省农业

农村厅关于加快推进2018年全省撂
荒地复耕及甘蔗结构调整工作的通
知》，针对低效的甘蔗等农作物进行
产业调整。目前，全省引导农民在撂
荒地上种植香蕉、百香果、槟榔、橡
胶、花生、水稻、瓜菜等高效农作物，
让10万亩撂荒土地复耕。

为推动我省农业产业提档升级，
我省累计创建热作标准化生产示范
园240家、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
104家、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69家。

——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为农村集体经济“输血”，让农民
家底更“丰厚”。

东方市大田镇深度贫困村借助
海南大学技术优势，依托东方市迦南
兰花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种苗、服务
和销售渠道， 下转A04版▶

农民辛勤劳作、农村颜值气质不断提升、农业发展硕果累累……

琼岛沃野绘新景

■ 本报记者 赵优

日前，来自俄罗斯索契的玛利
亚和尼古拉夫妻俩，结束在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一龄生命养
护中心4天的理疗过程后，在翻译
的陪同下前往三亚，开启三亚度假
之旅；陵水的鉴湖·蓝湾高尔夫球会
里，韩国高尔夫球爱好者柳明燮在
海风的轻抚下潇洒挥杆，享受海岛
的阳光与草地……

一个开放的海南，正敞开怀抱
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在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背景下，建设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成为海南的新使
命。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省以更加
开放的姿态、更具活力的机制、更加
务实的举措，大力拓展旅游发展新
局面，不断提升旅游国际化水平。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的统
计数据显示，在2017年提前三年实现

了省政府设定的“2020年我省入境游
客将达到100万人次”工作目标的基
础上，2018年，我省接待入境过夜游
客126.36万人次，同比增长12.9%。

不断释放政策红利

免签国家范围扩大至59国、免签
停留时间延长至30天、免签人数限
制放宽至个人……2018 年 5 月 1
日，海南59国人员入境免签政策正
式实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
会上郑重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
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
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以及中央12号文件发布后，
海南旅游产业发展方面的又一个利
好政策。随后，我省旅游部门就通
过旅游推介、广告投放等方式，多媒
体、多平台、多渠道对59国人员入
境旅游免签政策进行广泛宣传，发

挥政策效应。
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不断释放

政策红利。
此前，省政府对海南省和海口

市、三亚市民航客运财政补贴政策
条款进行整合和调整。近两年，海
口和三亚不断加大对新开境外航线
补贴力度，拓展国际“朋友圈”：海口
给予航程超18小时的航班每班次
最高补贴90万元，新开欧美、澳新、
日本等定期直飞航线则可按“一事
一议”另行确定补贴标准；三亚侧
重补助航空公司和包机公司自营、
直飞境外的航线，新开国际定期直
航航线的航班补贴每班最高可达
90万元。

在全省上下齐抓共管提升海南
旅游国际化水平的氛围下，企业有
了“走在前面”的底气。

“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
推出以后，对旅游企业来说，提供了
更为宽阔的市场和更多的机会。政

府各项真金白银的政策则给了我们
极大的信心和动力。”三亚昊利德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蕊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公司目前每周有
10架次航班穿梭在海南至哈巴、海
参崴、新西伯利亚等6个城市的上
空，去年一年为海南带来近10万人
次的境外游客。

2018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
《海南省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实
施方案》，我省再迎新契机、新挑战。

合力打破发展瓶颈

海口⇌圣彼得堡、三亚⇌伦敦、
海口⇌悉尼、海口⇌古晋……有了
更加开放、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去
年，我省按照2020年开通100条国
际航线的目标来倒排工期，不断加
密空中丝路，逐步打破钳制入境游
发展的交通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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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政策效应，加密国际航线，大力发展入境游，我省不断提升旅游国际化水平

以开放姿态迎接世界游客

我省接待入境过夜游客

126.36万人次
同比增长 12.9%

以足球为媒打开对外宣传交流的窗口，
促进教育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琼中：小城大球能量足

省旅文厅全年共组织42批次
“走出去”促销团、“请进来”

20批次考察踩线团

我省执飞入境航线 74条
其中新开、加密和恢复

航线35条

2018年

制图/孙发强

■ 本报记者 于伟慧 通讯员 秦海灵 陈欢欢 陈泽汝

1月23日下午，2019海南琼中国际青少年足球邀
请赛G16女子组决赛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举行。
琼中女足以2：1力克瑞典AIK夺冠！多次创造世界纪
录的琼中女足再次惊艳赛场。面对身强体壮的瑞典队
员，琼中女足的姑娘们毫不畏惧，用实力再次证明了自
己。这支队伍，也成为了琼中对外交流的一张名片。

用足球名片推出国际赛事，而国际赛事成为琼中对
外宣传交流的窗口，通过青少年足球建设扶贫扶志扶产
业，这是近年来琼中发展校园足球的定位与思路，通过
足球，促进了琼中教育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国际赛事带动体育产业发展

这几天，琼中县城的三月三广场，像过节一样热
闹，人工草坪铺满广场，在蓝天的映照下，碧绿盎然。
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青少年，在这个温馨小城，参
加一场国际赛事。

2019海南琼中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点燃了这
座小城。球场之上，队员展开竞技；球场之下，观众摇
旗呐喊，为琼中足球队加油。

2006年2月15日，琼中女足迎来第一批队员，共
24人，平均年龄13岁——励志的热血故事就此开
始。十三年磨一剑，琼中女足渐渐成为琼中的一张名
片，经常行走在世界各地，参加国际足球邀请赛，不断
扩大“朋友圈”。 下转A03版▶

我省中小学生可校内课后托管

校内托管怎么做？
家长快来提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