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在系列领域推出新的开放措施

将继续发挥自贸试验区开放“试验田”作用
在全国开放措施的基础上，2019年版自贸试验

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取消了水产品捕捞、出版物印刷
等领域对外资的限制，继续进行扩大开放先行先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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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服务业扩大对外开放
交通运输领域 取消国内船舶代理须由中方控股

的限制
基础设施领域 取消50万人口以上城市燃气、热

力管网须由中方控股的限制
文化领域 取消电影院、演出经纪机构须由中方控

股的限制
增值电信领域 取消国内多方通信、存储转发、呼

叫中心3项业务对外资的限制

放宽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准入
农业领域 取消禁止外商投资野生动植物资源开

发的规定
采矿业领域 取消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限于合资、

合作的限制，取消禁止外商投资钼、锡、锑、萤石勘查开
采的规定

制造业领域 取消禁止外商投资宣纸、墨锭生产的
规定

7大领域将进一步放宽
外商投资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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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7月1日
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

文章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
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
根本动力。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要牢牢把握“守初心、

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
牢牢把握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锤炼忠诚干净
担当的政治品格、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共同奋斗的
根本任务，努力实现理论学习有收
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
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
率的具体目标，确保这次主题教育
取得预期效果。

文章指出，要充分认识开展主
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开展这次主

题教育，是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的迫切需要，是
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
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
迫切需要，是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
的目标任务的迫切需要。今年是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这个重要
时间节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其特别意义在于，无
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
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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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据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记者安蓓 王雨萧）
7月30日起，外资进入船舶代理、城市燃气、电影院、
演出经纪机构、增值电信、油气勘探开发等限制将进一
步放宽或取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6月30日发
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
版）》，清单条目由48条减至40条。

两部门同日发布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
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清单条目
由45条减至37条。两份清单均将于2019年7月30
日起施行。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发布实施2019年版外
资准入负面清单，是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
重要举措。本次修订负面清单深入实施新一轮高水平
开放，在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农业推出了新的开放
措施，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在自贸试
验区继续进行开放试点，将构建更加开放、便利、公平
的投资环境，推进更大范围的全球产业链合作。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是我国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
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基本依据。负面清单以外的外商
投资，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管理，给予国民待遇。各地
区、各部门不得在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单独针对外资
设置准入限制。 （相关报道见A09版）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李
磊 彭青林）6月30日上午，省六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海口召开，
会议表决通过了任免案。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向被任命
人员颁发任命书，被任命人员向宪法
宣誓，刘赐贵监督宣誓。

会前，刘赐贵会见全国人大常委
会送任同志一行，对过去一年来全国
人大常委会对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特别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立法相
关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俊主持
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西庆、

林北川、陆志远、关进平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应到常委会组成人员

61人，实到49人，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了关于提请审议冯忠

华等职务任免的议案以及说明。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真履行宪法和
法律赋予的职责，对关于提请审议

冯忠华等职务任免的议案进行了
认真审议。

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范华平的
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海南省公安
厅厅长职务；决定任命冯忠华为海南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刘赐贵向冯忠华颁发任命书，冯

忠华向宪法庄严宣誓，刘赐贵监督宣
誓。冯忠华在会上作了表态发言。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彭金辉，
副省长王路，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陈
凤超，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路志强列
席会议。

（相关内容见A02版）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召开
刘赐贵颁发任命书并监誓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彭
青林）6月30日上午，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在海口会
见了载誉归来的我省第九届全国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
的公务员集体”受表彰代表并座
谈。

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省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肖莺子，省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彭金辉参加活动。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称号是
公务员奖励的最高荣誉，在6月25
日北京举行的表彰大会上，我省隋
耀达、冯晖、韩冠群、石秀莲等4位
同志和三沙市七连屿党工委、管委
会1个集体获表彰，并受到习近平
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
会见。

刘赐贵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受表

彰个人和集体表示热烈祝贺。他说，
你们在各条战线上身体力行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履职尽
责、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开拓创新，
取得了不平凡的业绩，是全省公务员
的优秀代表。对各位代表的表彰，充
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海南公务员队伍的关心和激
励，必将鼓舞带动全省公务员进一步

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
的特区精神，在各自岗位上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刘赐贵强调，当前，全省上下正
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4·13”重要
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高标准
高质量建设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
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希望大家以荣誉为新的起点，牢
记习总书记的嘱托，以“从零开始”

的态度继续从严要求自己，以榜样
力量带动全省公务员队伍争当忠诚
干净担当好干部的良好风尚，在海
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勇当
先锋、做好表率。

隋耀达等代表也分别发言，交流
履职体会，一致表示要把习总书记重
要讲话和中央有关精神带回基层，带
领基层干部群众共同奋斗、扎实工
作、再立新功。

刘赐贵会见我省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受表彰代表并座谈

沈晓明参加

本报博鳌6月30日电（记者邵
长春）2019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将
于7月1至3日在海南博鳌召开，国
内外学术权威、产业领袖将共聚博
鳌，探讨未来新能源汽车技术发展趋
势和产业转型战略。

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World
New Energy Vehicle Congress）
旨在打造新能源汽车行业面向中国

乃至世界的交流合作和展示平台，
发布新能源汽车产品及技术，促进
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同行间的
交流。

本次大会既是一场全球汽车
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年度盛会，
也是一次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
年度峰会。会议将邀请多名院士、
国内外汽车企业的董事长及总裁、

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代表、行业知
名专家学者发表演讲和参与对话
交流，其中，国际嘉宾占比超过
50%。

据悉，大会将以“新时代 新变
革 新产业”为主题，包括会议、科
技评选、先进技术展示体验及试乘
试驾体验等3个主要环节活动；聚
焦汽车与能源、交通、信息、通讯等

领域联动智慧城市应用场景的深
度融合，将对未来我国乃至全球新
能源汽车发展起到引领作用。

据悉，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经国
务院批准，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海
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汽车工程学
会、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海南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海南省科学技术协会
承办。

省 政 府 作 为 大 会 联 合 主 办
方，对大会高度重视，多次组织会
议专题研究大会筹备推进相关事
宜，要求各有关单位切实提高责
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并将以大会在
海南召开为契机，提供一流的沟通
交流平台，集聚全球智慧和产业精
英，共同推动海南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

2019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今日博鳌召开
集聚全球智慧和产业精英，共推海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本报海口6月30日讯（记者陈
卓斌 彭青林 尤梦瑜）初心如磐，迈
步新时代；使命在肩，风劲帆正满。
6 月 30 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海南省庆祝建党98周年主
题晚会在省歌舞剧院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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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主席毛万春到场观看演出。

晚上8时，省歌舞剧院内流光溢
彩。“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
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歌舞节目《不忘初心》气势
豪迈、意境深远，拉开了主题晚会的序
幕，唱响了爱党爱国的主旋律。整台
主题晚会以初心为主线，分为“信仰”

“忠诚”“使命”三大篇章，以铿锵有力
的朗诵、慷慨激昂的歌声，回溯了中国
共产党建党98年的砥砺征程，生动展
现了海南广大党员的奋斗轨迹。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音诗画节
目《二十三年红旗不倒》通过演绎编
排精巧的情景故事，带领现场的党员
干部共同回顾孤岛奋战、艰苦卓绝的
琼崖革命历史，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在“薪火相传”环节前，主办方特地介
绍了来到现场已至耄耋之年的革命

老兵，通过他们佩戴在胸口满载荣光
的军功章，诠释了忠诚于党的深刻内
涵；节目《海南加速度》聚焦时代热
点，从侧面讲述了新时代的海南使
命，寄托了大家勇当先锋、做好表率，
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不懈奋斗的共同心
声……通过综合运用音乐、舞蹈、诗
朗诵、情景表演、多媒体等舞台手段，
整台主题晚会精彩纷呈，高潮迭起，
进一步凝聚起了全省党员干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信念与力量。

98载风雨征程，98载沧桑巨变，
处在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全岛自由贸
易试验区、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关键时期的海南，迎来了再
一次出发。而《再一次出发》这首压
轴曲目也把主题晚会推向了高潮，全
场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本场主题晚会由省委组织部、省委
宣传部主办，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承办。

张琦、胡光辉、蓝佛安、童道驰、
肖莺子、陈守民、刘星泰、彭金辉、许
俊、何西庆、林北川、关进平、王路、刘
平治、苻彩香、路志强、马勇霞、李国
梁、史贻云、王勇、吴岩峻、陈马林、蒙
晓灵、侯茂丰等出席晚会。

（相关报道见A02版）

时代新征程 扬帆再出发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海南省庆祝建党98周年主题晚会举行

刘赐贵沈晓明毛万春观看演出

不忘初心使命
永立时代潮头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之际
（见A08版）

海口市郊列车
今起运营

初期每日开行13对，票价
略低于环岛高铁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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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海南省庆祝建党98周年主题晚会在海口举行。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