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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记者杨维
汉 林晖）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20
日上午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新时代加强
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要把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
治基础的主轴，把服务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作为工作主线，把加强思想

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
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提高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好凝聚
共识，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
政协事业发展好，担负起把党中央决策
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要求落实下去、
把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凝聚起
来的政治责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作出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
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在热
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向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成立70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向
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
人士，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

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
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
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
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
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
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
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
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
协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服务党和

国家中心任务，在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
义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党中央对人民政协工作作出
一系列重大部署，对人民政协工作提出
了一系列新要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加强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领
导，二是准确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三
是发挥好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四是坚持和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五
是广泛凝聚人心和力量，六是聚焦党和
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七是坚持人民
政协为人民，八是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
履职能力建设。70年的实践证明，人民
政协制度具有多方面的独特优势。

习近平强调，人民政协在协商中促
进广泛团结、推进多党合作、实践人民民
主，既秉承历史传统， 下转A02版▶

（讲话全文见A02版）

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好凝聚共识
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

李克强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汪洋主持

9月20日，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王岐山等出席大会。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9月20日，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彭
青林）9月20日上午，省委书记刘赐
贵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
过《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实施
方案》，要求深刻认识国际旅游消费
年活动的重大意义，创新活动方式，
加强综合宣传，注重实际效果，培育
旅游消费新热点新业态，把海南打造
成为业态丰富、品牌集聚、环境舒适、
特色鲜明的国际旅游消费胜地，加快
推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会议学习了《中国共产党机构编

制工作条例》，并研究我省贯彻意
见。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机构编
制工作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党管机构
编制作出制度性安排，是做好新时代
机构编制工作的基本遵循。要坚决落
实党和国家关于机构编制工作的方针
政策和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这个大局，管住管好用
活机构编制，把有限的编制资源用在
发展最需要的部位和基层最繁忙的岗
位。要探索建立健全机构编制动态调

整和管理评估机制，增强资源配置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切实解决“干与不干
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
个样”的问题。要不断推进机构编制
法定化，把牢机构设置、编制和领导职
数配备等审批关口，为推进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提供有力制度和组织保障。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海南“国
际旅游消费年”活动实施方案》。会议
强调，省委省政府决定开展为期一年
的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号文件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建设的重大活动，是有效
应对我省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
战、推动消费提质升级的重大安排。
各部门各市县要充分认识开展国际旅
游消费年的重要意义，加大宣传力度，
用好传播渠道，更加注重实效，形成强
大声势。要提高旅游消费便利化水
平，提升服务质量，结合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建设等，加快打造一批主题公园、
环岛旅游公路等旅游吸引物，培育旅

游消费新热点新业态，把海南打造成
为国际旅游消费胜地。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领导小组要充分发挥统筹作用，
加强组织领导，推动形成工作合力。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海南自
由贸易港投资引导基金总体方案》，
强调要创新财政资金投入，充分吸引
和撬动社会投资，坚持管好和用活相
结合，提升基金运作水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委常委出席会议，部分省级领

导列席会议。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

精心组织开展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
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罗
霞）9月20日下午，省长沈晓明主持
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两个确
保”百日大行动有关工作。他强调，
要发扬斗争精神，保持决战决胜姿
态，把“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作为当
前工作的重中之重，突出重点，持续
推进，确保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确保各项改革政策全面落实。

会议听取了省直部门和海口、三
亚等市县关于“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
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围绕抓好经济
社会发展重点工作，深入推进“两个确
保”百日大行动进行研究讨论，省政府

领导就分管领域重点工作进行部署。
沈晓明指出，“两个确保”百日大

行动开展一个月以来，全省经济发展
总体向好，改革政策落实顺利，工作
取得阶段性成效。各市县、各部门要
按照省委刘赐贵书记提出的“十个持
续、十个落实”的要求，对照“两个确
保”各项目标任务，切实增强等不起

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
的责任感，始终把“两个确保”放在心
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

沈晓明强调，要全力推动投资项
目建设，盯紧在建和新开工项目，盯
紧提前开工项目，盯紧重点项目、重
点市县、重点园区，解决投资项目在
规划、用地、资金等方面的要素瓶颈

问题，促进旅游消费，加强财税收入
征管；政府系统要努力成为全省制度
创新的主力军，继续加快各项任务推
进，抓好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新政策的落实；要实事求是，遵循
规律，守住生态环保底线；要压实责
任，改进作风，扑下身子抓落实。

沈晓明要求，要持续做好农民增

收和稳定物价工作，把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和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统筹
结合起来，统筹抓好经济建设、安全
生产和“三防”工作，加紧谋划明年的
工作，抓好国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大庆期间的社会稳定工作。

毛超峰、王路、苻彩香、沈丹阳、
冯忠华、倪强参加会议。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要求

保持决战决胜姿态深入推进“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

（A06版）

习近平向2019世界制造业大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20日应约同沙特阿拉伯王
国国王萨勒曼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沙关系
全面快速发展。中沙是全面战略伙
伴和共建“一带一路”重要合作伙
伴。中方赞赏沙特坚持一个中国原
则，在攸关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问题上给予的宝贵支持，中方同样坚

定支持沙方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稳定所作的努力。中方从战略高度
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沙特的关
系，愿同沙方保持沟通，为两国关系
和合作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

萨勒曼表示，沙中关系牢固良
好，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
在关乎中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
给予中国坚定支持，期待两国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萨勒曼通报了近日沙特石油设

施遭遇袭击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
中方对沙特石油设施遭遇袭击予以
谴责，这一事件给海湾地区局势和国
际能源市场带来冲击。希望事件得
到全面、客观、公正调查，呼吁有关方
面避免采取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升级
的行动，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习近平应约同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潘彤
彤）9月20日上午，海南高速公路5G应用部署项目合
作协议签约会在海口举行。签约各方将首先在海南环
岛高速公路开展5G应用部署。下一步，5G还将快速
覆盖海南岛内机场、港口、铁路等交通枢纽。

据了解，省交通运输厅、中国交通信息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公司海南公司和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海南分公
司等5家单位将加强合作， 下转A03版▶

海南高速公路5G应用部署项目签署合作协议

我省加快高速公路
沿线5G应用部署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杨洲）9
月20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电动汽车充电
设施建设技术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政策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我省发布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技术标
准将从10月1日起执行。

据介绍，《标准》根据海南气候特点，在选址阶段规
避充电设施易发生故障和事故的安全隐患地点，提出
设备外壳的防护等级和耐腐蚀性要求，还对供配电系
统的要求进行了细化和扩充。

《标准》明确了充电设施建设的底线要求，地下、半地
下和高层汽车库内配建充电设施时，应设置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电气火灾监控系统、防烟排烟系统、消防给水系
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标准》还建议性要求配建150台及以上电动汽车充
电设备的汽车库宜设置充电监控管理系统，这是一种对电
动车充电装置、充电过程进行监控的方式，目的是为了预
防电动车在充电过程中发生火灾。（相关报道见A05版）

我省发布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建设技术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