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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4月17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4月15日至17日在重庆考察，主持召开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脱贫攻坚战进
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各地区各部门务必
高度重视，统一思想，抓好落实，一鼓作
气，顽强作战，越战越勇，着力解决“两不
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扎实做好今明两年
脱贫攻坚工作，为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
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山城四月，春风和煦，山水透绿，一
派生机勃勃。4月15日，习近平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

和市长唐良智陪同下，深入石柱土家族
自治县的学校、农村，实地了解脱贫攻坚
工作情况。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地处武陵山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15日中午，习近平一下飞机，就
转乘火车、汽车前往石柱县，山路蜿蜒，
坡急沟深，辗转3个多小时抵达大山深
处的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

习近平首先来到中益乡小学。学校
操场上，小学生们正在开展课外文体活
动。看到总书记来了，学生们围拢过来，
纷纷问习爷爷好，总书记高兴地同大家
交谈，询问他们学习和生活情况。中益
乡地处大山深山之中，群众居住比较分

散，孩子上学是个难题。习近平指出，
“两不愁三保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义
务教育要有保障。再苦不能苦孩子，再
穷不能穷教育。要保证贫困山区的孩子
上学受教育，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
习近平走进师生食堂，仔细察看餐厅、后
厨，了解贫困学生餐费补贴和食品安全
卫生情况。习近平嘱咐学校和老师既要
当好老师，又要当好临时家长，把学生教
好、管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学
生在学校学、住、吃都安全，让家长们放
心。他希望老师们扎根山区，献身乡村
教育事业，为群众脱贫贡献一份力量。

华溪村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全村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85户、302人，其中8

户、19人还没有脱贫。习近平踏着湿滑
的石阶登上陡坡，来到贫困户谭登周家，
从屋外看到屋内，详细询问老两口生活
和身体状况。谭登周夫妇告诉总书记，
由于伤病原因暂时丧失了劳动力，生活
还比较困难，但土地流转有分红、医疗有
救助、低保有兜底，3间住房加固后都很
结实，特别是医药费大部分报销，自己只
负担一部分，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
习近平指出，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是防止老百姓因病返贫的重要保
障。这个兜底作用很关键。脱贫攻坚明
年就要收官，要把工作往深里做、往实里
做，重点做好那些尚未脱贫或因病因伤
返贫群众的工作，加快完善低保、医保、

医疗救助等相关扶持和保障措施，用制
度体系保障贫困群众真脱贫、稳脱贫。

随后，习近平前往老党员、已脱贫
户马培清家，沿着乡间小路步行察看自
然环境、村容村貌，了解该村通过种植
中药材黄精等特色经济作物带动村民
脱贫的情况。在马培清家中，看到谷仓
里装满粮食，厨房里挂着不少腊肉，温
饱不愁，了解到他们家通过参加黄精
中药材产业发展和土地入股分红、管
护药材基地等方式，实现了稳定脱贫，
习近平表示欣慰。

在马培清家院子，习近平同村民代
表、基层干部、扶贫干部、乡村医生等围
坐在一起，摆政策，聊变化，谋发展。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争相发言，气氛热烈。
习近平对乡亲们说，脱贫攻坚是我心里
最牵挂的一件大事。这次我专程来看望
乡亲们，就是想实地了解“两不愁三保
障”是不是真落地，还有哪些问题。小康
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关键看脱贫攻坚工
作做得怎么样。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
能少。发展才是社会主义，发展必须致
力于共同富裕。国家越发展，越要把贫
困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好。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把“两不愁三保障”各项措施落实到
村、到户、到人。要加强乡村两级基层党
组织建设，更好发挥在脱贫攻坚中的战
斗堡垒作用，提高党在基层的治理能力
和服务群众能力。 下转A02版▶

习近平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强调

统一思想一鼓作气顽强作战越战越勇
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 本报评论员

开放，是海南发展的生命线。在省
委七届六次全会上，省委书记刘赐贵强
调，必须坚持开放为先，“在扩大开放上
下硬功夫”。为此，全会提出了打造“四
小时八小时飞行经济圈”，以及建设国
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新支点等新举
措。开放逐渐深化，政策不断细化，面
对新形势、新要求，我们唯有坚持开放
为先，持续扩大开放，努力打造对外开
放新高地，开创全面开放新格局，才能
登高致远，在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贸
区、自贸港之路上快马扬鞭、阔步向前。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海
南是岛屿型经济体，资源、市场两头在
外，而且经济总量小，产业层次偏低，如
果开放做不好，就难有活力、动力和市
场。因此，对其他省份而言，开放是发
展的需要，但对海南而言，开放则是生
存的需要。而且，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对标的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
的开放形态，使命越高对开放的要求越
高。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对外开放这一
生命线，在过去一年良好开局基础上，
再接再厉推动对外开放再上新台阶。

持续扩大对外开放，要加大制度创
新，降低准入门槛。走向国际、拥抱世

界，就要建立与国际相适应的体制机
制。然而，就当前来看，海南的经济外向
度依然不高，体制机制仍有与全面对外
开放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当务之急，
要对标国际贸易规则，大胆闯、大胆试、
自主改，努力突破现有开放模式，实行
更加灵活的政策体系，加快探索建立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在外资市场准入等方
面持续降低门槛，将海南打造为人流、
物流、资金流自由进出的开放新高地。

持续扩大对外开放，要狠抓营商环
境，积极“引进来”。营商环境就是生产
力，抓营商环境就是抓生产力。27家
世界500强企业入驻、 下转A04版▶

坚持开放为先 打造开放高地
——四论学习贯彻省委七届六次全会精神

三亚崖州湾深海科技城：

以创新引领加快建设先导科技新城
本报三亚4月17日电（记者黄媛艳）

筹建国家重点实验室、打造一流智库、建立
研究生院、建设船舶保障基地……4月17
日，带着项目策划方案，中国海洋大学专
家团队一行再次来琼，就与三亚崖州湾
深海科技城（以下简称“科技城”）合作
深入洽谈，这是该科技城自2018年年
底筹建后进驻的10余家单位之一。

作为我省12个先导性项目之一，
科技城由“南繁科技城、深海科技城、
大学城、南山港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
源中转基地”五部分构成，致力于在
26.1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打造陆海统
筹、开放创新、产业繁荣、文化自信、绿
色节能的先导科技新城。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为城市转型

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我们将认真贯
彻落实省委七届六次全会精神，积极
推进科技城建设，充分把握科技城关
注度不断提升、企业进驻合作意愿增
多的良好势头，精准选商引资，做好服
务推动项目落地。”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管理局筹备组副组长钟声透露，目前
南繁科技城产业招商入库企业18家，

中科院种子创新研究院、中国农科院、
中国热科院、中种集团、中信农业、隆
平高科、三亚南繁院等7家单位已确
定入驻起步区，其中中科院种子创新
研究院、中种集团已经确定总部迁入
科技城。中船重工、中船工业、中科院
深海所、中科院南海所已入驻深海科
技城。 下转A02版▶

本报文城4月17日电（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黄良策）哪里有非法养殖
的鱼虾塘、哪里有非法采砂采矿……只
要一打开电脑网页，马上就可以看到通
过卫星采集的图片、视频信息，反映出
地面上一切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4月
17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文昌市有关部门
了解到，随着文昌市资源环境监测监管

大数据服务平台的上线运营，文昌市成
为我省首个将卫星遥感大数据应用于
生态环保领域的市县，文昌国际航天城
建设迈出重要一步。

“省委七届六次全会上多次提到航
天科技城的建设情况和航天产业发展
情况，这对我们来说，是重大利好，也是
沉甸甸的责任。”文昌市委书记钟鸣明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日前，文昌市召开
了《文昌市中心城区总体规划（2018-
2035年）》纲要及海南文昌国际航天城
起步区系列规划汇报会，航天城建设的
基本框架已经构建。

根据规划，文昌市在文城和清澜区
域之间选取1.8万亩土地作为文昌国际
航天城起步区，启动了文昌航天超算中

心暨航天大数据产业集群项目建设。
今年1月21日，成功发射升空的“文昌
超算一号”进入预定轨道，与此前发射
的10余颗长光卫星组网，实现超大海
域的快速覆盖，实时采收全新视野的对
地空间数据。

在位于航天城起步区内的文昌航
天超算中心， 下转A02版▶

文昌国际航天城建设迈出重要一步

率先将卫星遥感技术应用于生态监管

省政府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工作组座谈
沈晓明出席

本报海口4月17日讯（记者况昌
勋）4月17日下午，省政府与来琼评估
海南建设自贸试验区半年工作的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组举行座谈。省
长沈晓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隆国强出席并讲话。

沈晓明介绍了海南建设自贸试验
区的工作情况。他说，全省上下进一步
加深了建设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贸港的思想认识，自贸试验区总体框架
初步成型，先导性项目取得积极进展，
市场反应积极，市场主体不断增加，外
资外贸等外向型经济增速明显，产业结

构不断优化。海南将以此次评估为契
机，加大产业结构调整、补齐人才短板、
推进金融开放等的力度，高标准高质量
建设自贸试验区。

隆国强表示，海南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
号文件精神，以只争朝夕的干劲，积极
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工作组将实
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对海南自贸试验区
建设成效进行评估，为自贸区下一步工
作提出建议。

沈丹阳、倪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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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田径队出征多哈亚锦赛

“海南飞人”江亨南入选4×100米接力名单

4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这是
4月15日下午，习近平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同村民代表、基层干部、扶贫干部、乡村医生等围坐在一起，共话脱贫攻坚。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4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
出问题座谈会。这是4月15日下午，习近平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小学同师生亲切交谈，了解义务教育保障情况。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