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1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邮发代号：83-1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有小阵雨 夜间 多云 风向风速 东北风3级 温度 最高30℃ 最低25℃ 海口市空气质量：二级良，细颗粒物（PM2.5）26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举报：966123 邮箱：hnrb_xfjb@163.com 订阅热线：66810505 邮发代号：83-1

H A I N A N R I B A O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星期二 国内统一刊号CN46-0001 / 今日12版
南海网 www.hinews.cn www.hndaily.com.cn

己亥年八月廿六 初十寒露 2019年9月

1950年5月7日创刊/ 海南日报社出版/ 第22996号 24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在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23日前往北京展览馆，参观“伟
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他
强调，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70年来我国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充
分说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
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
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
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才能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
强。70 年后再出发，而今迈步从头
越。要展示好、宣传好新中国波澜壮
阔的发展历程、感天动地的辉煌成就、
弥足珍贵的经验启示，激励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
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团结一致、锐意进取，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而不懈奋进。

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
正、王岐山参观展览。

下午 4时 10分许，习近平等党和
国家领导同志来到北京展览馆，步入
展厅参观展览。展览以开辟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为主题，以编年体为时间主
线，安排设计了5个部分，并体现历次
党代会和重要中央全会、五年规划（计
划）等方面的跨段主线，选择150个“新
中国第一”进行展示，每10年设置英雄
模范人物墙，充分运用声光电等多媒体科
技展示手段，全方位立体化呈现新中国成
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愤

图强、艰苦奋斗实现的伟大跨越，清晰展
现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深刻揭示新中国
70年巨变背后的深刻道理。

记录开国大典历史时刻的影像，纪
念新中国建设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建
成通车的浮雕，定格恢复中华人民共和
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瞬间的照片，

寓意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几代人命运得
以改变的场景，展现安徽小岗村18户农
民在“大包干”契约上按下鲜红手印的群
像，反映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旧貌换新颜的
视频，显现1998年抗洪抢险中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的场面，再现北京奥运会盛况的
光影设计，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座快中子
反应堆模型，展现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的说

明，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体现“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生动实践的沙盘，展示
人民军队官兵在强军目标指引下奋勇前
进的展板，呈现脱贫攻坚新进展的实景，
描绘区域发展战略的地图，模拟月球车、

“天眼”等的模型，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
澳大桥模型，体现全方位外交的展板……
展览长廊犹如时光隧道，一张张图片展

板、一件件实物模型、一段段视频资料、一
项项互动体验，吸引了习近平等领导同志
的目光，他们不时驻足观看，认真听取讲
解，询问有关情况。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
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
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等参观了展览。

习近平在参观“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时强调

高举旗帜团结一致锐意进取
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不懈奋进

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参观展览

省政协召开
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大会
毛万春出席并讲话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刘操）9月23日下
午，省政协在海口召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大会。省政
协主席毛万春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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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协主席汪洋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
总结讲话精神；会议还部署省政协近期有关工作。

毛万春指出，要全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对政协工作
的全面领导，切实把党对政协工作的部署要求落到实
处。省政协机关全体干部职工要做到学明白，要原原本
本、原汁原味、全面、深入、持续地学习，下转A02版▶

李军主持召开省打赢脱贫攻坚战
指挥部第13次会议

部署开展
“创优保优”大冲刺行动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金昌波）9月23日，
省委副书记、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指挥长李军主
持召开指挥部2019年第13次会议，研究部署下阶段重
点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指挥长何西庆出席。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河南考察
时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讲话、国务院脱贫攻坚督查组
对海南督查反馈意见和省委书记刘赐贵在反馈会上的
讲话，以及全国脱贫攻坚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两不
愁三保障”问题排查整改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审议了

“创优保优”大冲刺行动、扶贫日活动、加强改进战斗体
系运行机制等工作方案。与会人员开展深入讨论，提
出意见建议。 下转A02版▶

本报海口 9月 23 日讯 （记者
彭青林）9 月 23 日上午，省委书记
刘赐贵赴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调
研深化“多规合一”工作，并主持召
开座谈会。他强调，要学深悟透做
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
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以“全省一
盘棋、全岛同城化”的理念，围绕海
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形势新需
求新任务，立足长远持续深化省域

“多规合一”改革，高起点高水平统
筹做好各类规划，谋定后动、引领
推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刘赐贵一行首先来到省规划展
览馆“多规合一”展厅，仔细察看了全
省主体功能区划图、城镇体系规划
图、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土
地利用规划图等，询问优化“多规合
一”整体布局、省级重点产业园区规
划和综合交通规划等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刘赐贵
听取了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省交通
运输厅等省直各有关部门的汇报和
发言，对省级党政机构改革以来推动

“多规合一”改革的成效给予充分肯
定。他说，当前，海南正处于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
坚持着眼长远、立足全局、谋定后
动，按照“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

理念，不断深化拓展“多规合一”改
革成果，以科学规划引领推动海南
全岛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
验区、加快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进
程的各项工作。

刘赐贵就进一步深化“多规合
一”改革、做好科学规划工作提出了
7点具体要求。一要继续学深悟透
做实习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
央12号文件精神，以深化理解推动
自觉践行，以创新落实体现“四个意
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二要
将规划工作作为提升各级党委、政
府治理能力水平的十分重要内容抓
实抓好，以超前眼光、服从大局、依
法依规推进规划工作。三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
各地优势，突破行政区划、部门利益
的束缚，从“五网”基础设施、教育、
医疗和农村土地改革等方面做起，
有序扎实推进区域协调和城乡融合
发展，提高城乡居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成就感。四要实现各类
资源价值最大化，在规划中坚持科
学布局园区，合理配置资源，注重综
合效益。五要牢牢守住生态保护红
线、永久基本农田、城市开发边界
等底线，各类建设要融合生态优
势，道路建设要落实“五路”理念，
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确

保海南生态环境只能更好、不能变
差。六要重视规划数据的集成分
析应用，在省大数据局的统筹协调
下，各级各部门要积极作为、主动
融入、充分运用，做到实时更新、图
实相符，以大数据支撑科学规划，提
升治理水平，发展数字经济。七要立
足当前全力推动“两个确保”百日大

行动，贯彻“十个持续”“十个落实”要
求，按时间节点推广极简审批、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既不能一放了之，也
不能一有问题就简单收回，做到有效
放权、放而不乱，以改革创新的作为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明白的马上办，不明白就留
白。”刘赐贵指出，各级各部门都要在

科学规划上履职尽责，尤其是要树立
全局视野、长远眼光，自觉服务自贸
试验区和自贸港建设的需要，以“功
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
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为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作出应有的贡献。

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副省
长冯忠华参加调研。

刘赐贵在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调研时要求

立足长远持续深化“多规合一”改革
谋定后动保障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建设

在第二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
“三农”一线的同志表示诚挚问候

祝贺中央电视台农业农村频道正式开播

习近平对我国选手在世界技能大赛取得佳绩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激励广大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李克强作出批示

9月23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北京展览
馆参观“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这是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展览上讲话。 新华社发（盛佳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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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北京展览馆参观“伟大
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