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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回响
——回访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考察海南走过的地方

新华社北京 4月 9日电 4 月 9
日，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大会在北
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对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表示热烈
祝贺。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作为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

中的大陆，双方人民友谊源远流长，
新形势下，中非深化传统友谊，密切
交流合作，促进文明互鉴，不仅造福
中非人民，而且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表示，在2018年召开的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非双方
一致决定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

共同体，实施中非合作“八大行动”。
设立中国非洲研究院是其中人文交
流行动的重要举措。希望中国非洲
研究院汇聚中非学术智库资源，增进
中非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中非和
中非同其他各方的合作集思广益、建
言献策，为促进中非关系发展、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习近平向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致贺信

本报海口4月9日讯 （记者彭
青林）4月9日上午，省委书记、省委
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
赐贵主持召开省委退役军人事务工
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
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有关会议精神，强
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习
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重要论述
的精髓要义，准确把握新时代退役军

人工作新要求，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不断增强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
感、荣誉感，让广大退役军人在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中大显身手、建功立业，以实
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

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退役军
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沈
晓明，省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
组副组长陈守民、刘星泰、苻彩香出

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海南省

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工
作规则》《中共海南省委退役军人
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规
则》以及《中共海南省委退役军人
事务工作领导小组2019年工作要
点》等文件。

会议肯定了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组建以来所取得的工作成效。会议

指出，组建省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
导小组，是省委加强对退役军人工作
集中统一领导、统筹协调各方力量推
进退役军人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
各成员单位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落实中央各项要求，严格按照时间节
点完成好今年各项退役军人工作任
务。要全面加强退役军人思想政治
和权益维护工作，做好部门联动和应
急处置，落实好退役军人移交安置政

策，鼓励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勤劳致
富，积极推进双拥优抚工作，大力宣
传表彰退役军人先进典型，营造良好
社会氛围。

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要求配
齐配好各市县退役军人管理机构人
员，推动市县退役军人事务机构职
能的优化、协同、高效，建立健全服
务保障体系，凝聚起推进退役军人
工作的强大合力。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要求

让广大退役军人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建功立业
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

沈晓明出席

本报海口 4 月 9 日讯 （记 者
彭青林）4 月 9日上午，省委书记、
省委边海防委员会主任刘赐贵主
持召开省委边海防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研究部署我省边海防
工作，要求全省军地各级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根本遵循，

坚持党对边海防工作的集中统一
领导，牢固树立边海防工作“一盘
棋”思想，加快构建党委把方向、
政府总协调、军队当骨干、警方抓
治理、民众为基础的强边固防新
格局，为建设全岛自由贸易试验
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提供坚
强保障。

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边海
防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沈晓明，省
委边海防委员会副主任毛超峰、
陈守民、刘星泰、范华平、苻彩香
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海南省
委边海防委员会工作规则》《中共
海南省委边海防委员会办公室工

作细则》和《海南省2019年边海防
工作要点》等有关文件。

会议充分肯定了近年来全省
各级边海防委员会和相关职能部
门所取得的工作成效，深入分析了
当前我省边海防形势，指出了面临
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求坚持高标准
高起点，全面加强边海防防卫管控

力量体系建设；坚持改革创新，不
断完善边海防制度机制。

会议强调，全省各部门各单位
要强化责任担当，强化宣传教育，强
化检查督导，确保边海防各项工作
落地见效。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完
善工作机制，加强配合，通力协作，
高效、顺利完成各项工作。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边海防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要求

牢固树立边海防工作“一盘棋”思想
合力构建强边固防新格局

沈晓明出席

海南旅游年卡启动预售

岛民198元可全年畅游
省内16家景区

本报海口4月9日讯（记者赵优）只需198元，
岛民就可全年无限次畅游海南16家景区。4月9
日，“海南旅游年卡”合作签约仪式暨预售发布会在
海口举行。大小洞天旅游区、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
旅游区、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南湾猴岛生态
旅游区等16家景区成为首批签约景区。

仅限海南本地户籍居民购买的“海南旅游年
卡”为电子卡，采用实名制，使用人脸识别和二代身
份证技术，岛民可从购卡、绑定身份信息到入园游
玩，一部手机全搞定。该电子卡能免除签约景区首
道门票，免去游客入园排队购票、验票的麻烦，方便
快捷。持卡者还能享受签约景区内部车、船、索道、
演艺和购物打折优惠。

发行仪式上还开启了海南旅游年卡预售通道。
预售期间（2019年4月9日至4月30日）前5000名
抢购海南旅游年卡的用户还可享受168元/张的购
卡优惠价。5月1日，海南旅游年卡正式投入使用，
签约景区开始接待年卡用户。本地居民只要在微信
中搜索“海南旅游年卡”“游卡汇”，或在支付宝中搜
索“游卡汇”，均可购买。

海南旅游年卡可畅游的16家景区为：兴隆热带
植物园、南湾猴岛生态旅游区、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
旅游区、大小洞天旅游区、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
区、三亚水稻国家公园、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景
区、海南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屯昌梦幻香山芳香
文化园、海南石花水洞地质公园、陵水椰田古寨景
区、兴隆巴厘村、海南热带植物园、神玉岛景区、保亭
常青茶溪谷旅游景区、三亚凤凰岭海誓山盟景区。

据了解，未来将会有更多优质景区加入海南旅
游年卡签约景区行列，为本地游客带来更多实惠。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周元

4月的海南正沐浴着明媚的春
光。一年光景，省博物馆门前攀丹
荔枝园里的果树又长高了些。

尽管已在此展出近一年时间，
但“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
例 建设美好新海南——海南建省
办经济特区30周年成就展”展厅内
依旧是观者众多。不少观众在进入
省博物馆后都会在正红色的成就展
主题板前拍照留念。拍摄下“30周
年”这个数字，见证这个意义非凡的
历史节点。

2018年4月中旬，习近平总书
记在海南视察。视察行程中的第
四站正是省博物馆的“海南建省办
经济特区30周年成就展”现场。1
年前的4月1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
记参观了该成就展中的“改革开放
馆”“生态建设馆”，并在这里为建
省办经济特区30年的海南留下殷
殷嘱托。

牢记嘱托，一年来海南广大干
部群众持续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号文件精神，在全力推进自由贸
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
建设中，奋力进取、开拓创新，推进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辜负习
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期望。

下转A03版▶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来，从一个欠发达的边陲海岛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驰名中外
的国际旅游岛，改革开放实现重大突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的决策是正确的。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要总结经验、乘势而上，在新起点上推动改革开
放实现新突破。 ——习近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成就展时的重要讲话激励着全省人民——

主动作为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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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与上海交通大学签署合作协议

共建三亚崖州湾
深海科技公共平台

本报上海4月9日电（记者黄媛艳）4月9日，
三亚与上海交通大学在沪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围
绕招商引智、科研合作、人才培养等开展合作，共建
三亚崖州湾深海科技公共平台，设立上海交通大学
崖州湾深海科技研究院，旨在推动鹿城深海科技基
地和国家深海基地南方中心建设，助推城市高质量
发展。

根据协议，双方将着眼于海洋尤其是深海领域
发展，着力将三亚崖州湾深海科技公共平台打造成
为全国深海科技领域研发的开放式共享基地，力争
形成国家深海科技人才聚集地和深海科技研发高
地。该公共平台将以超前规划布局深海装备和技术
发展，探索构建集科技与产业连接器、科技成果转化
助推器、创新创业孵化器和应用型人才哺育器等功
能为一体的发展格局，推动三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同时，双方将抢抓新一轮产业革命发展机遇，共
同在三亚深海科技城设立上海交通大学崖州湾深海
科技研究院。该研究院将充分发挥上海交通大学在
深海科技领域办学、科研和服务产业的优势，主动对
接国家战略，在智能渔场、海上养殖工船、海水综合
利用等领域开展技术装备设计、研发，全方位支持三
亚面向深海科技的前沿发展规划落地。

据悉，上海交通大学是我国船舶与海洋工程人
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发源地之一，涉海学科群布局
完善；拥有海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多个国家级
科研基地和一大批先进的仪器设备与配套设施，海
洋装备试验能力国际领先。此次校地深度合作是双
方在成立附属儿童医学中心三亚妇女儿童医院、附
属仁济医院与三亚市人民医院结成医联体等工作后
的又一次牵手同行。

2019海南“三月三”
主会场活动闭幕
明年主会场设在昌江

本报椰林4月9日电（记者李艳玫 特约记者
陈思国）4月9日晚，2019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

“三月三”节庆主会场活动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海航体
育广场落下帷幕。闭幕式上还进行了“三月三”节旗
交接，2020年“三月三”主会场活动将在昌江黎族自
治县举办。

今年“三月三”节庆主会场活动以“爱与感恩”为
主题，突出了民族元素和地方特色，融入了国际元素
和时尚潮流。开幕式暨主题文艺晚会、黎祖祭祀活
动、图腾迷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展、旅游
招商推介活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系列活动、民族风
情街系列活动、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系列活动、民族
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等多项活动精彩纷呈，吸引了
众多游客共庆“三月三”。

副省长苻彩香出席闭幕式。

海南全省干部群众奋勇争先、实干担当，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各项政策落实。图为2018年12月29日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海南启动仪式暨中远海
运“海南-东盟（新加坡）”班轮航线首航仪式在洋浦举行。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潘彤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