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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2月3日电（记者况昌勋）
春节来临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
明2月2日率队到三亚，代表省委、省
政府看望慰问困难群众和基层党员
干部，向大家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沈晓明一行首先来到吉阳区红
花村，看望复员军人林亚时。林亚
时今年 103 岁，1947 年入伍、1957
年退伍，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
伤。沈晓明详细询问林亚时身体状
况、家庭生活情况，向他为保家卫国
作出的无私奉献表示敬意，致以节
日问候，祝他身体健康，并嘱咐基层
干部和他的家人要照顾好老人。

在吉阳区罗蓬村，沈晓明走进已
经脱贫的农户吉亚龙家，与大家围坐
在庭院内，一起话家常、聊变化、谈未

来。吉亚龙说，两个子女读书都有教
育补贴，家里不用额外开支；在政府
帮扶下，自己种植辣椒、养殖山鸡、运
销槟榔、兼职公益性岗位等，每年收
入有3万多元，今年打算再多养一些
山鸡。看到吉亚龙身兼数职，凭借辛
勤劳动，日子越过越红火，脱贫之后
又开始走上了致富路，沈晓明表示欣
慰，并号召全省贫困户和脱贫户学习
这种勤劳致富的精神。沈晓明还询
问吉亚龙子女的学习情况，指出要重
视孩子的教育，孩子受教育程度越
高，家庭贫困发生率就越低，要用知
识改变命运，让生活一代比一代更
好。走访中，沈晓明看望慰问了帮扶
责任人和村干部，向他们并通过他们
向奋战在脱贫一线的扶贫干部表示

感谢和节日的慰问。
沈晓明非常关心孤残儿童的学

习生活状况。他来到三亚市社会福
利院，走进康复室、针灸治疗室了解
孤残儿童治疗、康复和教育情况，要
求当地政府要加大支持力度，为孩子
们提供更好的医疗保障和教育服
务。三亚市社会福利院内有12名上
学适龄孩子，其中，因患小儿麻痹症
而无法行走的龙伟去年考入桂林电
子科技大学。沈晓明询问龙伟在校
学习生活情况，表扬她为弟弟妹妹们
作出了好的榜样，希望越来越多的孩
子能考上大学。临走时，沈晓明特别
叮嘱福利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照顾
好孩子们。

倪强参加慰问。

沈晓明赴三亚深入基层看望慰问群众

勉励乡亲们勤劳致富让生活越过越红火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记者吴晶
史竞男）中共中央、国务院3日上午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2019年春节团拜会。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发表讲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

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
外侨胞拜年。

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克强、栗战书、汪
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出席
团拜会，李克强主持。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光璀璨、暖意

融融，各界人士2000多人欢聚一堂、共
迎新春，欢声笑语间洋溢着节日的喜庆
气氛。

上午10时，欢快的乐曲声响起，习
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大厅，全场
响起热烈的掌声。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春华秋实，岁
物丰成。过去的一年，我们在前进路上
奋力奔跑，跨过许多沟沟坎坎，越过不少
激流险滩，很辛苦、也很充实，有付出、更
有收获。我国经济稳中有进，改革开放
迈出新步伐，三大攻坚战有力推进，脱贫

攻坚成效显著，国防和军队改革继续深
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谱写新篇，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
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实现了良
好开局。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

人民在奋斗中收获了更多自信和勇气，
更加坚定、更加昂扬地走在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广阔道路上。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
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下转A02版▶

（讲话全文见A02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春节团拜会
习近平发表讲话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拜年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本报海口2月3日讯（记者张期
望 计思佳 叶媛媛）2月3日，海口市
规划委对《海口江东新区总体规划
（2018-2035）》（以下简称《总体规
划》）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2019年2
月3日至3月21日，共计30个工作日。

《总体规划》显示，江东新区规划

范围东起东寨港（海口行政边界），西
至南渡江，北临海口东海岸线，南至
绕城高速二期和212省道，规划范围
约298平方公里。规划研究协调区
120平方公里，在文昌市行政辖区
内，包含铺前镇、罗豆农场等靠近东
寨港自然保护区的区域。

据了解，《总体规划》以“开放创
新、绿色发展”为总纲，未来的江东新
区将以建设展示中国风范、中国气
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片为愿景，着
力构建江东新区“山水林田湖草”与

“产城乡人文”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大
共生格局， 下转A02版▶

海口江东新区总体规划公示

海南竹竿舞
今夜亮相央视春晚

本报海口2月 3日讯（记者尤梦瑜 卫小林）受
2019央视猪年春晚导演组邀请，一段由海口市群艺馆
群星舞蹈团和海口市琼山中学舞蹈团带来的竹竿舞，将
作为广场舞节目《点赞新时代》中的一部分，亮相春晚舞
台。海南日报记者2月3日通过海口市群艺馆前方工
作人员了解到，目前参加演出的40名演员正在作最后
休整，大家期待在舞台上呈现最佳效果，展示海南魅力。

据了解，今年春晚，来自北京、四川、陕西、黑龙江
等地的200余名演员将以集体亮相、分地区展示的方
式为观众们带来广场舞节目《点赞新时代》，以矫健舞
姿展示新时代下各地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传播
当地特色文化。其中，海南部分的舞蹈将以竹竿舞为
主，展示黎族特色与风情。

“1月14日，我们的大部队抵达北京开始进行密集
排练，到2月2日已经参加了5次联排。”团队领队、海口
市群艺馆舞蹈编导梁文蕙介绍，2月3日和4日白天，演
员们会进行休整，调整状态。“能够代表家乡海南在央视
春晚的主会场舞台亮相，是我们莫大的荣幸。”梁文蕙
说道。

本报海口2月3日讯（记者彭青
林）春节前夕，2月3日上午，省委书
记刘赐贵在海口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和节日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并检
查春节保障工作，要求广大干部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的实际成效，践行对党
的绝对忠诚。

天气晴好，海口市福利院里打扫
得干干净净，老师带着孩子们在教室
学习和做游戏，护理员陪着老人们散
步晒太阳，一片祥和的节日氛围。刘
赐贵首先来到这里，看望集中供养的
孤儿和孤寡老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
大家致以新春的问候，并送上慰问金
和慰问品。刘赐贵对福利院的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对全院工作人员的辛勤
付出表示感谢和敬意。他指出，正是
因为你们克服困难、辛勤工作，让孤
儿、残疾儿童和孤寡老人得到很好的
照顾，才有了一批批孩子茁壮成长，
孤寡老人也能幸福安享晚年。当前，
党中央和习总书记赋予海南全岛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的重大使命，为海南带来了千
载难逢的重大历史机遇，这同样也给
海南福利事业、特教事业带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希望你们抓住机遇，把福
利院办得更好。刘赐贵还特意嘱咐
福利院要根据老人、孩子的不同喜
好，提供个性化服务，妥善安排好节
日活动和伙食，让他们过一个欢乐祥
和的春节。

离开海口市福利院，刘赐贵来

到海玻农贸市场。临近除夕，海玻
农贸市场里年味正浓，各类年货摊
位红红火火，菜摊前人头攒动。刘
赐贵步入市场，边听边看，与市场管
理者、菜贩和消费者深入交流，了解
市场供应和价格情况。当得知节日
市场价格稳中微降，重点蔬菜品种
供应充足，群众普遍比较满意时，
他表示赞许，并强调：“百姓高兴的
事情就要坚持去做，还要做得更
好。”刘赐贵对海口“菜篮子”工作
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要求进一步
加大工作力度，让群众吃上便宜
菜、放心菜、品质菜。要从源头抓
起，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减少农药
等使用量，让“菜篮子”更安全；要
加快农业结构调整，确保足够的蔬
菜种植面积， 下转A02版▶

刘赐贵慰问困难群众和一线工作者并检查春节保障工作时指出

百姓高兴的事情就要坚持做好
我省将受理首批
人才住房补贴申报

本报海口2月3日讯（记者李磊）省委人才发展局
2月3日发布公告，为了让人才安居乐业，解除人才来
琼创新创业的后顾之忧，我省将于2月13日启动首批
人才住房补贴申报工作。

省委人才发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申报工作
的启动，是贯彻《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 海南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引进人才住房保障的指导意见〉的
通知》（琼办发〔2018〕41号）等文件的具体举措，以加
快推进我省人才住房保障政策落地落实，让住房保障
政策真正惠及广大人才。

根据安排，我省首批人才住房租赁补贴和购房补
贴将于2019年2月13日至2月23日工作日时间开始
受理申报。符合要求的人才住房保障对象，可向用人
单位提出申请，并提交个人有关材料，首批补贴时间自
保障对象社保缴纳月份起开始计算。用人单位按要求
向属地人才服务“一站式”平台申报；省属事业单位向
省级人才服务“一站式”平台申报。

（公告全文见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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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生态和美丽
乡村建设成效显著，自贸试验
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国际开
放度显著提高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取得重要进展，经济
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显
著提高，自由贸易港制
度全面建立

建设成为具有鲜明热带
海岛特色，全方位践行中央新
发展理念的对外开放国际化
新区，为全球未来城市建设树
立“江东样板”

三阶段建设目标

2025

年
2035

年

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9年春节团拜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019年春节团拜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王岐山等同首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迎新春。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2月3日，省委书记刘赐贵在海口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和一线工作人员。图为
在海玻农贸市场，刘赐贵仔细了解春节期间百姓“菜篮子”的保价稳供情况。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2月2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率队到三亚市看望慰问困难群众和
基层党员干部。图为沈晓明在三亚吉阳区红花村看望103岁高龄的复员军人
林亚时。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