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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
近平5月29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并发
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当前，我国改
革发展形势正处于深刻变化之中，外
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改革发展
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保
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因势利
导、统筹谋划、精准施策，在防范化
解重大矛盾和突出问题上出实招硬
招，推动改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
宁、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创新和完
善宏观调控的指导意见》、《关于在山
西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意
见》、《关于深化影视业综合改革促进
我国影视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
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的若干意
见》、《关于治理高值医用耗材的改革
方案》、《关于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
粮食储备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关
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
抵押二级市场的指导意见》、《关于加
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

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各地
区各部门贯彻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会议精神深入推进改革督
察工作的报告》。

会议指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
控，加快建立同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
应、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宏观调控目标
体系、政策体系、决策协调体系、监督
考评体系、保障体系，要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突出统筹兼顾、综合平
衡，注重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短期和
长期、国内和国际的关系，统筹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保稳定，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

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就业、产业、
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保持经济
运行在合理区间。

会议强调，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
革命是保障能源安全、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治本之策。山西要通过
综合改革试点，努力在提高能源供给
体系质量效益、构建清洁低碳用能模
式、推进能源科技创新、深化能源体
制改革、扩大能源对外合作等方面取
得突破，争当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

会议指出，推进影视业改革，要
从完善创作生产引导机制、规范影视
企业经营行为、健全影视评价体系、
发挥各类市场主体作用、加强行业管

理执法、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统
筹推进改革，既抓住当前群众普遍关
心、反映强烈的具体问题，又聚焦影
视行业标准、从业人员诚信建设等配
套性强、影响长远的要害问题，形成
管用的长效机制。

会议强调，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
作，要坚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
技创新，吸引和培养高精尖缺人才，提
升使用全球创新资源能力，打造开放
合作区域高地，参与和引导全球创新
治理，优化开放合作服务与环境，以开
放促进发展、以改革推动创新、以合作
实现共赢，全面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推
动创新型国家建设。 下转A02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强调

因势利导统筹谋划精准施策
推动改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陆慷29日宣布：应俄罗斯联

邦总统普京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
于6月5日至7日对俄罗斯进行国事

访问并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
际经济论坛。

习近平将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本报讯（记者李磊）省委人才办近日印发《关于开
展引才奖励申报工作的通知》，启动2019年引才奖励
申报工作。

《通知》指出，自2018年5月13日至2019年5月
13日，用人单位、中介组织、个人全职引进大师级人
才、杰出人才、领军人才，或全职引进由大师级人才、杰
出人才、领军人才作为带头人的人才团队，或成规模全
职引进高层次人才（10人以上，党政人员除外）到海南
工作的，可申报引才奖励。申报时间为6月1日至6月
30日，可通过线下提交申报材料，向省级人才服务“一
站式”平台进行申报。

省委人才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强调“海南要坚持五湖四海广揽人
才”，中央12号文件中明确提出要“构建更加开放的引
才机制”，《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
年）》也专门提出要加大荐才引才奖励力度。为完善引
才激励机制，优化引才方式方法，落实中央和省委人才
工作部署要求，我省制定了《海南省引才奖励实施办法
（试行）》，并启动了此次引才奖励申报工作。

我省启动
2019年引才奖励申报工作
申报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

本报海口5月29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宋印
官 朱玉 余浩）海南日报记者从5月29日召开的海南
智能电网建设方案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9-2021年，
全省电力行业将累计投资530亿元用于省域智能电网
建设。其中，电网投资209亿元、电源投资321亿元。

为加快推进城乡电网智能化升级改造，开展智能
电网、微电网等示范项目建设，海南省委、省政府和南
方电网公司共同组织编制了《海南智能电网2019-
2021年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并于2019年3
月底由海南省发改委印发实施。《方案》提出，我省力争
到2021年基本建成安全、可靠、绿色、高效的省域智能
电网，到2025年全面建成智能电网综合示范省，到
2030年推动全省电力营商环境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据悉，通过建设和运行智能电网，我省将在用户办
电流程、时间、成本等方面得到明显改善，海南能源发
展转型取得明显进展，绿色能源岛建设实现阶段性目
标，推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绿色智慧能源支撑
体系日益完善，并为全国更大范围推进智能电网建设
提供有益的借鉴。 （相关报道见A03版）

我省3年将投530亿元
建设省域智能电网

■ 为海南成功全职引进大师级人才、杰
出人才、领军人才的，每引进一人，分别给予
50万元、10万元、2万元引才奖励。

■ 为海南用人单位成功全职引进高层
次人才团队，团队带头人属于大师级人才、杰
出人才、领军人才的，每引进一个，分别给予
200万元、50万元、10万元引才奖励。

■ 每年为海南用人单位成功引进高层
次人才10人以上50人以下（不含50人）的，
按每人2000元给予引才奖励；50人以上100
人以下（不含100人）的，按每人3000元给予
引才奖励；100人以上的，按每人5000元给予
引才奖励。

■ 同一名引进人才不重复申报引才奖励。
用人单位通过中介组织引进高层次人才（或团
队），由用人单位申报奖励的，用人单位和中介组
织可按1：1的比例享受奖励。

A03

A05

本报北京5月29日电（特派记
者彭青林）5月29日下午，海南省党
政代表团在结束对北京、天津、河北
雄安三地的学习考察后，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第一时间
在京主持召开会议，总结此次学习考
察成果，结合海南实际，研究部署下
一步相关工作。

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省政
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常委毛超峰、张
琦、胡光辉、童道驰，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许俊，副省长范华平、苻彩香出
席会议并分别发言，分享学习考察体

会，分析京津冀先进经验，结合海南
实际提出工作建议。

刘赐贵说，此次学习考察时间
虽短，但大家认真学习、深入思考、
体会深收获多，形成诸多共识。一
是三省市都以高度的政治站位和强
烈的政治担当，坚定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用高质量
发展的实际行动体现“四个意识”

“四个自信”“两个维护”；二是都以
服务重大国家战略的一盘棋理念，
有效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三是都
坚持规划引领、生态优先，久久为

功、不留遗憾地抓好产业升级和城
市建设；四是都对海南发展充满期
待，对海南工作全力支持。

刘赐贵强调，代表团全体成员
和全省各级干部都要进一步增强
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履职尽责推
进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以实际成效向
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上一份满意
答卷。

刘赐贵要求，要认真吸收借鉴三
地的好经验好做法，把学习成果转化
为全力以赴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政策落实年各项工作的实际成效。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4·13”重
要讲话、2013年视察海南时的重要
讲话以及对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抓好自由贸易试验区

“1+N”政策体系落实。要深化省域
“多规合一”改革，按照一园多区、一
区多园、一园一策等理念高标准规
划建设运营产业园区。要坚持规划
引领，对重点区域片区、园林绿地、

“五网”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按照
一流水平规划，打造成为精品。要
细化分解落实《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海南）实施方案》，以更有力措施
确保海南生态环境只能更好、不能
变差。要对照“1+N”政策体系具体
内容，紧紧围绕“三大领域”“五大平
台”“十二个重点产业”，大胆解放思
想、提高招商水平、落在实际效果。
要以国际旅游年为突破口，精心谋
划推动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要
推动一批重大项目建设，特别是推
动高新技术产业在“质”和“量”上全
面提升。

海南省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参
加会议。

刘赐贵在海南省党政代表团学习考察总结会上要求

充分吸收借鉴京津冀先进经验
全力以赴推进“政策落实年”重点工作

沈晓明毛万春出席

5月29日，海南省党政代表团在北京市考察学习。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市委副书记、市长
陈吉宁陪同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参观奥林匹克塔。本报特派记者 王凯 摄

本报北京5月29日电（特派记
者彭青林）5月28日至29日，海南省
党政代表团在北京市学习考察。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
奇，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李伟，市政协主席吉林与
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赐贵，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省
政协主席毛万春参加考察并座谈。

代表团实地考察了北京金融街、
北京产权交易所、中关村智造大街、
雁栖湖国际会都、奥林匹克塔、北京
世园会园区等地，深入了解北京在发
展金融业和资本市场、打造创新创业
生态链、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服务保
障重大国际活动等方面的情况。

在29日上午举行的北京·海南
工作交流座谈会上，陈吉宁、沈晓明
分别介绍了两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蔡奇、刘赐贵讲话。

蔡奇感谢海南省长期以来对北京
市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他说，海南省
已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近
年来，海南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重要讲话精神，
充分发挥全国最好的生态环境、最大
的经济特区、唯一的省域国际旅游岛

“三大优势”，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
蓬勃发展。海南省的许多好理念、好
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当前，我们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
话精神，大力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
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抓好“三件
大事”，打好三大攻坚战，统筹做好
改革发展稳定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
不断将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推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京华大地落地生根，形成生动实践。

蔡奇指出，北京与海南互补性
强，合作领域广阔，要进一步发挥双
方优势，挖掘合作潜力，促进共赢发
展。要共同推动更高水平的扩大开
放。北京是全国唯一的服务业扩大
开放综合试点城市，海南省正在推进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博鳌亚洲论坛是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国际交流平台。要在政策
框架内充分探索合作方式，加强制度
创新经验的互学互鉴。要携手推动
高质量发展。把北京科技智力资源丰
富和海南作为我国最大经济特区的
优势结合起来，在金融、会展、健康、文
化旅游等现代服务业领域开展合作。
要认真学习海南生态环境建设的好
经验，持续改善首都生态环境。要加
强对接沟通，密切往来，加强各个层级
互动交流，支持两地企业合作发展。

刘赐贵表示，北京市四套班子把
“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
作为根本政治准则，坚定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推动首
都建设各项工作取得突出成就，特别
是在提升首都核心功能、引领京津冀

协同发展、推进产业向高精尖转型、
服务保障重大国际活动、以规划引领
和生态优先的理念推进城市精细化

建设管理等方面的大思路、大手笔和
新成就、新气象， 下转A02版▶

（相关报道见A02版）

学习北京创新发展经验 深化“三大领域”产业合作

海南省党政代表团在北京市学习考察
蔡奇刘赐贵陈吉宁沈晓明李伟吉林毛万春参加考察并座谈

奖励划分四项标准

海南罗非鱼优质不优价，品牌
建设、市场开拓、产品优化等问题
亟待解决

好鱼如何卖出好价钱？

海口将开启
高考“静音模式”

6月3日至10日全市暂停广场舞
6月6日至10日部分建筑工地停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