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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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电（记者
梅世雄）国家主席习近平10日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华访问的缅
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

习近平说，中缅“胞波”情谊源
远流长。当前，中缅关系总体向好
发展，各领域、各层次交流合作不断
扩大，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取得新
进展。中方高度重视中缅关系，不
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愿一如既往
同缅方加强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
作，不断丰富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内涵，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

实实在在的利益，共同为地区稳定
和繁荣作出贡献。

习近平说，中缅军事合作是两
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两军要深化务实交流合
作，共同打造基于互信互利、并致力
于维护两国共同安全和发展利益的
两军关系。

习近平说，中方支持缅国内
和平进程，关注缅北形势发展，希
望缅方同中方相向而行，进一步
强化边境管理，共同维护边境安
全稳定。

敏昂莱衷心感谢习近平主席
拨冗会见。他说，缅中两国有着
悠久的传统友谊，两国两军关系
始终保持良好发展。缅方感谢中
方长期以来对缅国家和军队发展
建设给予的宝贵支持，感谢中方
支持缅国内和平进程。缅方欢迎、
支持并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加强与中方各领域务实合作，
采取切实措施维护缅中边境地区
稳定。

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
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

省政协七届十九次党组会议
暨十六次主席会议召开
毛万春主持会议并讲话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记者刘操）4月10日下午，
省政协七届十九次党组会议暨十六次主席会议在海口
召开。会议决定，省政协七届七次常委（扩大）会议于
4月14日在海口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毛万春
主持会议并讲话。

毛万春强调，全省政协系统要进一步抓好学习，在
推进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增强持续学习的行动自觉，
解决本领恐慌问题。要抓好工作落实，政协要按照职
责，围绕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年，并按
照为基层减负，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要求，切实
将围绕自贸区自贸港建设部署的各项工作抓好。要完
善激励约束机制，激发政协系统广大干部、政协委员的
压力、动力、活力，通过完善机制，凝聚正能量、扩大正
面效应。

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通报了《政
协海南省委员会2019年协商计划》，审议通过了《海南
省政协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审议通过
了《中共政协海南省委员会党组2019年工作要点》，审
议通过了2019年第一季度有关工作排名情况，审议通
过有关人事事项。

会议还传达了有关文件精神。
省政协副主席马勇霞、史贻云、王勇、陈马林、蒙晓

灵、侯茂丰，秘书长王雄出席会议。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记者彭
青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离休
干部林明玉同志遗体送别仪式，4月
10日上午在海口殡仪馆举行。全省
各界人士怀着沉痛的心情向林明玉
同志作最后的告别。

林明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年 4月6日10时 17分在海口
逝世，享年81岁。

习近平总书记对林明玉同志的
逝世表示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深切慰
问。李克强、朱镕基、温家宝、陈希、
肖捷等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对林明
玉同志逝世表示哀悼，对其亲属表示
慰问或敬献花圈。中共中央组织部、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等中央有关
部委也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或敬献
花圈。

在林明玉同志住院治疗期间和逝
世后，省领导多次前往医院看望，要求
有关部门千方百计治疗和抢救，或通
过各种形式对林明玉同志逝世表示沉
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上午9时，送别仪式开始。海口
殡仪馆告别厅内庄严肃穆、哀乐低
回。林明玉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
丛中，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刘赐贵、沈晓明、毛万春、于迅、
汪啸风、陈玉益、钟文等省级领导和
省级离退休老领导，缓步来到林明玉
同志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林明玉同志
遗体三鞠躬，并与林明玉同志亲属一
一握手，表示慰问。许俊主持仪式。

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
政协分别敬献了花圈。刘赐贵、沈晓
明、毛万春、李军等省四套班子领导，

省法检两长，罗保铭、于迅等住琼全
国人大、全国政协领导，以及阮崇武、
汪啸风、卫留成、刘剑锋、陈玉益、王
广宪、钟文等省级离退休老领导，均
以个人名义敬献了花圈。

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前往送
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有关市
县和单位代表，林明玉同志的家属、
生前亲朋好友等也前往送别。

林明玉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在海口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朱镕基温家宝陈希肖捷等以不同形式表示哀悼

刘赐贵沈晓明毛万春李军前往送别或敬献花圈

七届省委第五轮巡视
进驻完毕
向社会公布巡视组联系方式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记者尤梦瑜 通讯员陈远
志）4月9日下午，省委第四巡视组进驻省委党校工作
动员会召开。至此，七届省委第五轮巡视各巡视组全
部完成进驻。

按照省委统一部署，从4月2日开始，七届省委第
五轮巡视9个组陆续进驻省委统战部、省委直属机关工
委、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6个省直单位和省属企事
业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巡视组进驻后，分别召开
进驻沟通会和工作动员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巡视工作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五人小组”会议精神，
明确本轮巡视的主要任务、工作安排和纪律要求。

省委各巡视组长表示，巡视组将按照政治巡视“六
围绕一加强”和“五个持续”总体要求，聚焦关键少数，
紧密结合被巡视党组织的实际，围绕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检查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省委重大决策
部署情况；围绕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检查落
实“两个责任”情况；围绕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检
查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加强组织建设和选人用人情况；
围绕强化整改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检查整改落实情
况，查找和纠正政治偏差，确保党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
部署贯彻落实到位。 下转A03版▶

（《七届省委第五轮巡视进驻一览表》见A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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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考察海南走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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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首次“看见”黑洞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王玉洁

走进位于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一
楼的省政务数据大厅，迎面就是一块
巨幅显示屏，上面各种数据正不断切
换，这里堪称“海南的大脑”，全省各
部门各领域558个信息系统的政务
数据，就在此汇集、共享，畅通运行。

去年4月13日上午，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海南省政务数据大厅，在
对我省信息化建设工作表示肯定的
同时，他强调，加快政府大数据平台
建设是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
迫切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强化
互联网思维，善于利用互联网优势，
着力在融合、共享、便民、安全上下
功夫，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
理精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用信息
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
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方便群众办
事，做到心中有数。

“希望海南继续在大数据建设
上积极探索，创造更多经验。”习总
书记临别时殷切嘱托。

时隔一年，海南日报记者再度
回访省政务数据大厅，这里的一切
井井有条，工作人员忙碌依旧。“总
书记的话语，是对海南信息化建设
的重视与期待。”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厅长王静说，一年来，全省政务
信息系统始终牢记习总书记嘱托，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积
极探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快
推进政务数据共享和大数据挖掘
分析应用，更好服务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 下转A03版▶

省政务数据大厅：

“心中有数”创更多海南经验
加快政府大数据平台建设是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迫切要求。……希望海南继续在大数据建设

上积极探索，创造更多经验。 ——习近平

在海南省政务数据中心大厅内，大屏幕上正显示着海南政务大数据全景图。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记者彭
青林）4月10日下午，省委书记、省委
深改委主任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6次会议暨自
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工委第
4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七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
定不移推动落实重大改革举措，切实
提高“抓落实”的思想认识，增强风险
意识，大力推进制度创新，推动先导

性项目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
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省政

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李军出席
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精神，研究了
2019年先导性项目安排和中国（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案例
（第二批）；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海南
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
方案》《海南省建设工程竣工联合验

收实施方案》等文件。
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央确定的

“基层减负年”，也是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政策落实年，很多重大改革进
入推动落实的关键时期。改革任务
越是繁重，越是要忠实履行职责，把
心思用在事业、身子沉到基层、着力
解决问题、落在实际效果。要大力
推进制度创新，及时总结梳理各领
域的创新举措和鲜活经验，多渠道
宣传推广，增加制度创新在绩效考

评中的比重，树立鲜明创新导向，激
励全省各界大胆探索创新，形成有质
量的创新举措、创新经验和创新制
度。要建设预备性先导性项目库，成
熟一个推出一个，挂图作战、主动作
为，推动先导性项目不断取得实质性
进展。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
识，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确保各项
工作稳步推进。

会议指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制度改革，是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简

政放权、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
举措，各部门要认真抓好落实。各
级政府要成立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上下联动，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最
大限度简化审批流程、便利市场主
体，加强培训辅导和政策宣传，严格
抓好督导落实，切实让政策发挥最
大效应。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委深改委委员、省直相关部门

负责人参加会议。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深改委会议要求

坚定不移推动落实重大改革举措 大力推进制度创新
推动先导性项目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

沈晓明毛万春李军出席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红色塔昌村
的绿色发展路

奋斗的足迹
——来自西柏坡的蹲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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