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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斯科6月5日电（记者
栾海 李志晖）国家主席习近平5日
乘专机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联
邦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中午12时，习近平乘
坐的专机抵达莫斯科伏努科沃专机
机场。习近平步出舱门，俄罗斯政府
高级官员在舷梯旁热情迎接。

俄方为习近平主席在机场举行
迎接仪式。军乐团奏中俄两国国歌。
习近平检阅俄罗斯三军仪仗队及分列式。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问

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强调，今年，
中俄两国将迎来建交70周年的历史
性时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历史最好
时期，成为当今世界大国、邻国和睦
相处、合作共赢的典范。两国政治互
信牢固，高层交往和各领域合作机制
完备，在国际事务中开展密切协作，
为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和国际
公平正义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习近平指出，经过70年风云变幻
考验，中俄关系愈加成熟、稳定、坚韧，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历史机

遇。访问期间，我将同普京总统就深化
双边关系、推进务实合作以及共同关心
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共
同规划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推动中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大踏步迈入新
时代，迈向更高水平、实现更大发展。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也到机
场迎接。

访问期间，习近平还将赴圣彼得
堡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
济论坛。

习近平抵达莫斯科
开始对俄罗斯联邦进行国事访问

6月5日中午12时6分，
我国在黄海海域用长征十一
号海射运载火箭，将技术试验
卫星捕风一号A、B星及五颗
商业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这是我国首次在海上实施运
载火箭发射技术试验。

据了解，我省首颗商业通
信卫星“文昌物联一号”搭载
该火箭成功发射入轨，开始在
轨测试，后续将提供通信服务
并在文昌及国内等地开展多
项示范性应用。

文/本报记者 李佳飞
图/新华社记者 朱峥

（“文昌物联一号”卫星发
射相关内容见A06版）

首个影响琼岛热带气旋
可能出现在7月上旬

本报海口6月5日讯（记者孙慧
特约记者邹小和）6月5日下午，海南
全省防汛防风防旱视频会议在海口召
开。省气象局相关负责人在会上透
露，预测今年首个影响海南岛的热带
气旋可能出现在7月上旬，较常年（6
月下旬）较晚，最后一个可能出现在
10月下旬，接近常年（10月下旬）。

预计2019年 6月至10月，影响
海南省的热带气旋8个。其中，影响
海南岛的为4-6个，登陆海南岛的为
2个，影响和登陆海南省的热带气旋
强度总体较常年略偏强，不排除出现
个别较强台风，但出现17级超强台风
登陆海南岛的可能性较小。

我省推进“充电桩进小区”
示范项目建设
海口三亚儋州琼海均需优选出不少于
10个示范小区

本报海口6月5日讯（记者梁振君）《“充电桩进
小区”示范项目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近日经省政府审定同意和实施。省发改委6月5日
印发的《方案》透露，我省将在海口、三亚、儋州、琼
海范围内，每个市县优选出不少于10个示范小区，
其他市县（不含三沙市）结合实际情况自行确定示
范小区数量，综合考虑小区建桩意愿调查结果，先
行按照不低于1：0.3的车位和充电桩比例目标建设
充电基础设施。

《方案》透露，针对目前制约“充电桩进小区”的配
套建设资金来源不明确、利益分配不协调、体制机制不
完善等主要问题，我省将通过示范项目建设，打破制约
充电基础设施进小区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有关规范
和标准制定，实现公共电网对小区内停车位直接供电，
同步提高小区变压器容量、消防安全水平及综合管理
水平，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方案》实施时间为
2019年6月至2019年10月。

《方案》显示，我省将从海口、三亚、儋州、琼海全
市范围内选取具备以下典型特点的小区进行示范建
设：一是老旧和新建小区；二是车位紧张和车位充足
小区；三是变压器容量不足且增容困难和变压器容
量富裕小区；四是拥有地下或地面等不同类型停车
位小区；五是实现电网公司抄表到户和未实现抄表
到户小区；六是车位产权明晰和车位产权不明晰小
区；七是有物业管理和无物业管理小区；八是由政府
管理的办公区域。

对于各示范小区，由电网公司按照“公共电网对小
区内停车位直接供电”模式和“适度超前”原则，推进变
压器容量增容，确保满足充电基础设施用电需求。

■ 本报记者 赵优 通讯员 谢琛

欢快的竹竿舞跳起来、美味的
长桌宴吃起来……刚刚过去的这个

“周末+儿童节”，海南岛的美丽乡村
有点“热”——5月31日至6月3日，
以“全域旅游 山海‘乡’约”为主题的
2019年（第七届）海南乡村旅游文化
节在乐东黎族自治县举办，全方位
展现海南乡村旅游的独特魅力。

近年来，随着海南全域旅游的
蓬勃发展，海南乡村旅游展现出与
时俱进的蓬勃生命力，已成为推进

农业和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

海南的乡村，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一张乡村旅游的靓丽名片
从文昌八门湾绿道越野行走，体

验浓郁南洋风情，到“村暖花开”的田
园城市琼海，再到定安、儋州、陵水等
地各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回顾往年举
办的六届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每届
都深度结合举办地市县的特色乡村
旅游资源，充分展现了各市县乡村旅
游魅力。作为我省不可或缺的经典

乡村旅游节庆品牌之一，海南乡村旅
游文化节在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展示
推广海南乡村风土人情的同时，也成
为活动举办市县提升影响力、拉动旅
游消费的重要手段。

今年，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走
进乐东，举办乐东旅游招商推介会、
2019年（第七届）海南乡村旅游文
化节开幕式、海南乡村旅游与休闲
农业发展论坛、乡村旅游文化图片
展、海南（乐东）旅游美食与商品展
销会、乐东尖峰岭登山活动、乐东传
统文化展演会、乐东房车（自驾车）

露营乡村文化之旅、“感恩奋进，砥
砺前行”媒体乡村采风行、海南（乐
东）美丽乡村绿色骑行等十大精彩
活动，为国内外游客献上海南乡村
旅游文化大餐，让更多游客走进我
省的美丽乡村，奔赴与海南岛的这
一场浪漫山海“乡”约。

5月31日晚，本届海南乡村旅游
文化节的开场活动——乐东旅游招
商推介会选择在万冲镇抱班村举行，
向嘉宾们娓娓讲述抱班村旅游脱
贫致富故事的同时，现场9家企业
与乐东县政府签约，下转A07版▶

展示琼岛风情、拉动旅游消费，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亮点纷呈

赴一场浪漫山海“乡”约

我国首次固体运载火箭海上发射技术试验取得成功
“文昌物联一号”卫星搭载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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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基辅直飞三亚航线
首航成功
鹿城国际通航城市达34个

本报三亚6月5日电（记者林诗婷）6月4日22时
25分许，由乌克兰航空执飞的“基辅⇌三亚”航线航班
安全抵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意味着乌克兰基辅直飞
三亚航线首航成功，来自乌克兰的238名旅客开启鹿
城之旅。截至目前，三亚机场今年新开通或加密的国
际航线有10条（其中含新加密航线2条），国际通航城
市34个，进一步推动城市国际化发展。

据悉，经过一年多的协调推进，在中乌两国民航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今年成功解决了基辅和三亚两
市之间的航权航点问题。“基辅⇌三亚”直航航线航
班的开通，为乌克兰旅客往返三亚提供了极大便
利。该航线由三亚盛达国际旅行社与乌克兰航空公
司合作运行，由波音B767机型执飞，可用座位数254
座。近期每周三执飞1班，今年11月起将加密为每
周2班。

近年来，三亚积极加密国际航线网络，推动出入境
旅游市场发展。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市累计运行国
际或地区航线41条（含加密国际航线7条），国际航班
同比增长19.8%，国际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21.7%，国
际化水平不断提升。

■ 本报评论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
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
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
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也是做好各项工
作的基本功。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
贸试验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中之
重，也是全省工作的主旋律，作决策、
出政策、抓落实，一刻也离不开调查
研究。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动员大会强调，要将全力推进
自贸试验区建设和探索建设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
狠抓调查研究，着力破解难题。广大
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坚持问题导向，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沉下身去发现问
题、研究问题，拿实招、出硬招。

狠抓调查研究，着力破解难题，
要深入基层、深入一线，认真做好蹲
点调研。一竿子插到底，直奔实践最

前沿，才能确保所到之处、所见之事、
所问之人都是“原生态”。迈开步子
察民情，扑下身子听民声，才能解决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自贸区、自贸港和美好新海南建设的
最大短板在农村、在基层。因此，要
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深入镇村联系
点，往矛盾最集中、困难最突出的基

层单位走，与群众零距离接触、面对
面交流；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对准
焦点堵点痛点难点，下大功夫予以解
决。在此过程中，要加强统筹协调，
坚决避免出现扎堆调研、重复调研、
多头调研的情形，轻车简从，不搞层
层陪同，不增加基层负担。

狠抓调查研究，着力破解难题，

要明确重点、瞄准问题，深入开展专
题调研。抓住重点，扭住关键，调研
才有方向感，才能找准下手处。带着
问题沉下去，带着新知浮上来，决策
政策才能充满针对性，办法举措才能
充满实效性。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面临很多新课题、新任务，尤其是
建设自贸区、自贸港， 下转A03版▶

狠抓调查研究 着力破解难题
——四论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三亚发布137个
暑期亲子游优惠产品
6周岁以下儿童免费进景区

本报三亚6月5日电（记者黄媛艳
徐慧玲）暑期游三亚，全家同行有大
礼！6月5日，三亚举行2019年暑期亲
子游优惠发布会，推出涵盖“大三亚旅
游经济圈”区域内16个大类的137个
旅游产品。此次特惠系列产品重点关
注6周岁以下儿童的家庭，为其打造

“入景区免费，酒店加床免费，妈妈进
景区享五折优惠”等系列特惠活动。

发布会上，三亚市旅文局与三亚
市旅游行业协会联合会、三亚市亲子旅
游协会、三亚市旅游饭店协会、三亚市
旅游景区协会、三亚市旅行社协会就暑
期亲子游产品资源整合签署合作协
议。根据协议，合作各方将携手打造三
亚暑期亲子游产品，推动全季旅游市场
发展，重点将在资源整合、产品开发、市
场营销等三个方面开展合作。

（相关内容见A04/05、A08版）

草地贪夜蛾日行100多公
里，啃食80余种农作物，蔓延
全省18个市县……

蛾子阻击战

我省6月起可异地
分科目考小车驾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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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斯科6月5日电（记者
范伟国 霍小光 刘畅）国家主席习
近平5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同俄
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两国元首高度
评价建交70年来双边关系发展，一
致同意秉持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理
念，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更高水
平，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习近平指出，这是我连任国家主
席后，首次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也是2013年以来第八次到访俄罗
斯。当前，中俄关系在高水平上持
续、稳定、健康发展，处于历史最好时
期。双方坚定支持对方维护本国核
心利益，政治和战略互信坚实牢固；
积极推进各领域合作，两国关系内生
动力不断显现，利益交融日益深化；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为维
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发
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建交
70周年。70年是里程碑，也是新起
点。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俄承载着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更
大期待。中方愿同俄方携手努力，
不断放大两国高水平政治关系的积
极效应，让两国人民在双方合作中
有更多获得感，在国际事务中贡献
更多“中俄方案”。今天我同普京总
统签署两项重要声明，一是宣布发
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在两国建交70周年这一重要年
份，赋予双边关系新的定位和内涵；
二是宣示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体现中俄的担当精神和两国战略协
作的积极效应，这在当前具有特殊
重要意义。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上升。加强中俄关系是历
史的召唤，是双方坚定不移的战略
选择。双方要增进战略沟通和协
作，加大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
上的相互支持。要促进两国经贸合
作全面提质升级，推进两国战略性
大项目和新兴领域合作同步发展，
加强经贸、投资、能源、科技、航空航
天、互联互通、农业、金融、地方等领

域合作。要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致力
于促进地区一体化和区域经济融合
发展。要加强人文交流，设计好
2020年至2021年中俄科技创新年
活动方案。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
道，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
际法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维护多边
贸易体制，为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
注入强大正能量，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作出新贡献。

普京表示，热烈欢迎老朋友习近
平主席访问俄罗斯，祝贺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新中国诞生第二
天，我们两国就建立起外交关系。建
交70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
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全方位
交流合作富有成效。俄中建立起名
符其实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
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成为维护全球
安全和战略稳定的重要力量。我们
不能满足已取得的成就，还要把两国
关系发展得更好。在当前复杂多变

的国际形势下，习近平主席此访意义
重大，将为新时代俄中关系发展注入
强大动力。俄中两国要继续加强在
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协作，
共同应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带来的
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俄方致
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农业、金融、科
技、环保、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合作，加大地方交往，增进教育、文
化、旅游等人文交流。俄方愿向中方
提供充足的油气能源，愿增加对华出
口大豆等农产品，希望加快欧亚经济
联盟同“一带一路”的对接。

两国元首听取了两国有关部门
负责人汇报各重点领域双边合作情
况，并就朝鲜半岛形势、伊朗核、委内
瑞拉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加
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
家、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国
际场合的沟通配合，共同维护多边主
义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

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
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
斯联邦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
的联合声明》，并见证了多项双边合
作文件的签署。

两国元首还共同会见了记者，并
参观长城汽车图拉州工厂下线汽车
展，出席莫斯科动物园熊猫馆开馆仪
式。

会谈前，普京总统在克里姆林宫
乔治大厅为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
式。

六月的莫斯科，艳阳高照，绿草
茵茵。习近平乘车驶入克里姆林宫
波罗维茨基塔楼门，英姿飒爽的俄罗
斯礼宾马队沿途列队欢迎。

伴随着雄壮激昂的迎宾曲，习近
平和普京分别从乔治大厅两端沿红
地毯阔步迈入大厅中央。两国元首
紧紧握手，合影留念。军乐团奏中俄
两国国歌。习近平同俄方主要官员
握手，普京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