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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派记者 梁振君

“蹄疾步稳、开局良好。”3 月 7 日下
午，全国人大代表、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刘赐贵在海南代表团住地回答记
者提问时，如是形容近一年来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展
情况。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海南进入而立
之年时，党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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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把海南建设成为新时
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标杆，形成更高
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这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海南的新历史使命。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 3 次提到海南，
对推进海南自贸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
提出了明确要求。

党中央为海南绘好了“大写意”，全省
上下无不欢欣鼓舞。而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努力建设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的新标杆的愿景不会自动变成现实，
需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以匠心共同绘制
好“工笔画”。

画好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工笔
画”，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贸区、自贸港，首
先要吃透把准中央精神，“思深方益远，谋
定而后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是一
项长期的、系统性的、开创性的工作，不可
能轻轻松松、一蹴而就。一年来，省委、省
政府保持战略定力，谋划推进工作、出台措
施都对标习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并将今年确定为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年”，果敢抓落实，蹄疾
步稳推动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实现了良好
开局。

画好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工笔
画”，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自贸区是国
家的“试验田”、不是地方的“自留地”，是
制度创新的高地、不是优惠政策的洼地。
海南既要及时把其他自贸区在制度创新
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嫁接到海南自贸区
建设上来，蹄疾步稳搭建起海南自贸区和
中国特色自贸港的“四梁八柱”，也要善于
结合自身实际，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
努力培育出尽可能多的制度新苗，为海南
自贸区建设赋能。首批 8 项自贸区制度创
新成果向社会公布，“极简审批”做法入选
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典型经验……这一
年，海南以创新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开
新局。

画好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工笔
画”，还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发力破解。从
人才到教育和医疗，从基础设施到营商环境
等，在一个基础较为薄弱的地方推进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困难可想而知。改革往往由问
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
化。惟有抓住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直击问
题要害，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
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画好“工笔画”，方
能实现精准改革。这一年，海南启动百万人
才进海南行动计划、百日大招商（项目）活动，
出台40条举措优化营商环境，在全省重点产
业园区推广“六个试行”，坚持“全省一盘棋、
全岛同城化”，统筹谋划建设“五网”基础设
施，集中签约开工注册一批项目和企业……
海南聚焦突出问题，树立靶向治疗思维，精准
施策，成效渐显。

一年之计在于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要紧握新时
代的接力棒，惟勤惟行、善作善成，用匠心一
笔一笔绘制好精谨细腻的“工笔画”，以梦为
马，不负韶华。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两会要论

两会影像
3月6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海南代表团在住地举行

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图为毛超峰代表发言。
本报特派记者 王凯 摄

3月4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举行小组会议，审议政协常委会
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图为住琼全国政协委员毛万春发言。

本报特派记者 张茂 摄

3月7日下午，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海南代表团在住地举行团组开放活动，96家境内外媒体记者聚焦海南。 本报特派记者 王凯 张杰 摄

96家境内外媒体聚焦开放的海南——

第一个提问机会给了境外媒体

■ 本报特派记者 李磊

“各界对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有很高的期望，现在进
展如何，下一步有什么打
算？”在3月7日下午的海南
代表团团组开放活动媒体提
问环节，俄罗斯-塔斯社记者
罗曼·巴兰金获得了第一个
提问的机会。

在今天的海南代表团团
组开放活动上，来自96家境
内外媒体的143名记者聚焦
海南。在提问环节，他们围
绕着“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这
一主题一一展开提问。代表
们的回答，让他们看到了一
个越来越开放的海南。

关注海南的媒体数量
创新高

团组开放活动的提问环节开始时
间计划是3月7日下午4点多，可还不
到两点，场内就已座无虚席，中间过道
内架满各种“长枪短炮”——为了获得
最先提问的机会，来自境内外各大媒
体的记者早早就来到现场，以占据采
访的“有利地形”，显然，罗曼·巴兰金
成了当天最幸运的记者。

相比于去年的72家媒体122名
记者，今年的海南代表团团组开放活
动上，关注海南的媒体数量和记者人
数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此外，在今年参加海南代表团团
组开放活动的96家媒体中，港澳媒体
有17家，国外媒体有26家，境外媒体
的数量占了媒体总数的近一半，数量
也较去年有所提高。

“海南代表团在服务细节方面做
得很贴心，为我们充分准备了新闻背
景材料，让我们能够全方位地了解海
南的重要发展成就，令人十分解渴。”
日本《读卖新闻》记者东庆一郎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开放活动开始前，当他和
其他媒体的记者来到会议厅入口处
时，就发现桌面上摆放着《海南扎实推
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中国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实现良好
开局》等新闻背景材料，供前来采访的
境内外媒体随意取阅。活动开始前，
他们就从这份材料上，初步了解了海
南在过去一年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中的成就。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成提问关键词

在媒体记者提问环节中，“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成了一个关键词。

“海南加快推广清洁能源汽车，下
一步将有哪些重点工作要做？”

“海南在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
利化的营商环境过程中，下一步有哪
些具体举措？”

“海南旅游业发展情况如何？海
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有哪些新
措施？”

……
“我一直关注海南在过去一年中

的发展，特别是海南旅游的发展。海
南的旅游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代表的回答让我更加坚信，海南未来
旅游业将会驶入发展的快车道。”马来
西亚《星报》记者马盈慧在争取到了一
个提问机会后，提出了有关海南旅游
发展和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问
题。马盈慧认为，代表的回答让她很
满意，充分展现了属于海南的自信。

开放活动提问环节原定于5点半
结束，但考虑到希望获得提问机会的

媒体记者数量过多，海南代表团增加
了提问机会，待到所有提问结束，时针
已经指向了下午6点。

“希望在镜头中看到一
个更加开放的海南”

近2小时的开放活动结束了，意
犹未尽的记者们久久不愿离开会场，
他们希望通过进一步的采访，了解更
加开放的海南。

来自香港卫视的记者麦子是澳
大利亚人，他曾经多次前往海南采
访。提问环节结束后，他用一口流利
标准的普通话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
一年来，他一直关注着海南在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中的成就，也有很多渴望
得到解答的问题，如海南在自贸区自
贸港建设过程中，如何做到经济社会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而
这个疑问，他也在发布会上得到了满

意的答案。
“过去一年里，海南在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方面亮点不少，特别是海南实
施的59国人员入境免签政策，让我印
象最为深刻，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越来
越开放的海南。”麦子表示，他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随着海南开放力度进一
步加大，免签政策能够惠及更多国家，
届时，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都可以很
便利地前往海南，领略海南秀美的自
然风光。

由于没能“抢”到提问的话筒，澳
门电视台记者李锦麟有点遗憾，但他
表示，毕竟开放活动时间有限，不过在
他的日程表里，前往海南采访已经成
为一项新加入的工作计划：“我希望不
久的将来，能够去到海南花上一段时
间进行一次深入采访，我相信在那时，
在镜头里能够看到一个全新的、更加
开放的海南。”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匠心绘制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工笔画”

◀上接A01版
“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如期摘掉贫困的帽
子，与全省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曾前往
甘肃定西和临夏考察，十分关心这里贫
困群众的生活。

6年后的今天，家住临夏东乡免古
池村的青年马祖力哈，即将搬进新
楼。“现在感觉越来越有奔头，生活越
来越像样。”马祖力哈说，“我们要按照
总书记的要求，发扬自强自立精神，找
准发展路子、苦干实干，早日改变贫困
面貌。”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把扶贫开发工作

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全面打响脱
贫攻坚战。

成就举世瞩目：6年来，我国累计减
贫8239万人，贫困发生率降低8.5个百
分点。

任务仍然艰巨：剩下的都是贫中之
贫、困中之困，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湘西古丈县牛
角山村党总支书记龙献文表示，脱贫越
到紧要关头，越要坚定信心，实打实找出
问题，重点解决饮水安全、义务教育、基
本医疗和住房安全保障等突出问题。

“要保障脱贫的正确方向，靶向治
疗，首先要解决绝对贫困的问题，解决雪
中送炭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经济专
家张连起说。

攻城拔寨
落实各方责任不松劲

“我一下会，马上给县里的同事们
打电话，兴奋地与他们分享总书记今
天来我们甘肃团的情况。”全国人大代
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仁
青东珠难掩心中激动之情。他说，回
去了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奋斗，落实总
书记的嘱托。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井冈山神
山村村民左香云，回忆起 2016 年习
近平总书记到神山村考察扶贫工作
时的场景依然激动不已。“最难忘的
是总书记的嘱托。”左香云说，我们

要在脱贫攻坚当中作示范、带好头，
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
奔跑。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是新的
起点。”全国人大代表、江西吉安市长
王少玄说，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
求，坚决执行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
摘政策，不能马上撤摊子、甩包袱、
歇歇脚，要继续完成剩余贫困人口脱
贫问题，巩固成果、扩大战果、提升
效果。

唐晓明认为，要让生态文明建设成
为脱贫攻坚的新动能，把打造绿水青山
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路径，重塑贫困地
区“绿色”底色。“这既是当前治贫之举，
也是长远固本之道。”

久久为功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脱贫攻坚任务能否完成，关键在人，
关键在干部队伍作风。

两年前，宁夏固原新庄村，一场大雨
冲毁了村口的土路。是固原农牧局选派
来的第一书记王元明带着大伙儿把路修
好了，现在还实现了硬化，让乡亲们告别了

“晴天一身灰，下雨两腿泥”的出行窘境。
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王元明的

决心更加坚定了：“挂职不论期限，脱贫
才会离村。”

打攻坚战，就是要派最能打的人，
就要有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热情、旺盛

的干劲。
“总书记在讲话中批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影响脱贫攻坚有效推进，有很强的
针对性，可以说是掷地有声。”仁青东珠
说，绝不能搞有水分的“脱贫”，一定要让
脱贫攻坚成效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

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是一个脱贫
攻坚的战斗堡垒。

“凝心聚力打好脱贫攻坚战，是我们
每个党员干部的神圣使命。”陕西延安吴
起县委书记严晓慧说，吴起县加强基层
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
模范作用，通过党建带扶贫，通过扶贫促
党建，积极开辟脱贫攻坚新路径，用实际
行动奏响脱贫致富的幸福变奏曲。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脱贫攻坚 尽锐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