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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海南 看我们的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中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
同志《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一书，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
日起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以2012年 11月
17日习近平同志主持中共十八届中
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为开卷篇，以2019年7月9日习近平
同志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收卷篇，收入
习近平同志论述坚持党对一切工作

的领导的重要文稿70篇，约14万字，
其中部分文稿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作为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
作的根本保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推动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围绕坚持党对
一切工作领导的重大意义、方向原则、
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等重大问题进行

深刻阐述，极大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
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理论。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完善坚
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
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
指导意义。

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出版发行

■ 新华社记者 邹伟 罗争光
刘奕湛 林晖

天下大治，古往今来无数治国者
孜孜以求的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追寻。

10月28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
议将在京召开。研究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
题，是会议的鲜明主题。

蓄积七十年磅礴之力，奋进新时
代筑梦之途。

时代正见证，历史将铭记。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推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改
革创新、开拓前行，不断迈向“中国之
治”更高境界， 下转A03版▶

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写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之际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谢凯 于伟慧
特约记者 邓积钊 通讯员 林小丹

南药种植历史悠久，产业发展却
长期停留在“卖原料”的阶段；

屯昌黑猪扬名岛内外，粗放
式养殖带来的环境污染却日益严
重。

这是屯昌曾面临的两道“考题”，
高度概括了这一传统农业县过去面

临的产业发展困境。
如何走好经济转型升级这步

棋？屯昌将产城融合发展和生态循
环农业作为破题关键，近年来大力发
展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南药研学、
中医健康养生旅游三大支柱产业，以
产业集聚催生经济发展新动力，闯出
一条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三产融合
发展的特色路子。

农业小循环
生态种养模式全面铺开

水网密集交错，山塘湖泽遍
布，坐落于琼北部平原与琼中部山
区交汇处的屯昌，孕育出众多特色
优质农产品。广袤的田野乡间，多
元化种植养殖产业伴随“小而散”的

农业生产模式遍地开花，同时也带
来农业面源污染、产业效益低下等
诸多问题。

“尤其是农村的小猪圈，少的几
头，多的几十上百头，原先没有治理
要求，很多村民都是将养殖污水随意
排放。”屯昌县委有关负责人坦言，由
传统粗放式的农业种养方式转向更
加注重效益的集约发展新阶段，是一
个必然趋势。

2015年，屯昌在我省率先提出
发展全县域生态循环农业，通过推广
建设农村生态养殖小区、配套沼气工
程和水肥一体化设施，下转A04版▶

（相关报道见A06版）

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三产融合，发展“三大支柱产业”

屯昌：产城融合催生发展新动能

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
运抵海南文昌
将择机发射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胡喆）记者从国家
航天局获悉，10月27日，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安全
运抵海南文昌清澜港。火箭完成一系列装配和测试工
作后，将择机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实施发射任务。

据悉，由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所属远望21号、22
号船组成的火箭运输船队于10月22日从天津港启
航，经过5昼夜航行，经受住了复杂海况环境考验，安
全抵达海南文昌清澜港码头。

随后，火箭将通过公路运输方式，分段运送至中国
文昌航天发射场，并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场飞行任务各
项准备工作。

长征五号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绿色环保型新一代运
载火箭的基本型，火箭采用5米直径芯级，捆绑4枚
3.35米直径助推器，全长约57米，起飞重量约870吨，
起飞推力超过1100吨。

市县融媒行——屯昌宣传周

本报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彭
青林 况昌勋 周晓梦）10月27日上
午，国务院国资委与省委、省政府在
北京举行落实中央战略部署全面推
进海南自贸区（港）建设座谈会，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
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总结研
讨中央企业在琼投资发展工作，共同
推动“百家央企进海南”，争当全面参
与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排头兵、主力军，
以实际行动落实中央重大战略部署。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
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
赐贵出席座谈会并讲话。省委副书
记、省长沈晓明介绍我省深化央企合
作情况、招商政策和寻求与央企合作
领域。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以及49
家中央企业负责人出席座谈会。

郝鹏在讲话中指出，国务院国资委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4·13”重
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大
力推动中央企业与海南的合作，取得
了丰硕的合作成果。中央企业要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支持海南的发
展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

坚决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
责任，充分运用好海南的天然优势、
政策优势和已经形成的合作优势，立
足海南所需、发挥央企所长，从讲政
治的高度推动和海南的深度合作，共
同推动中央企业和海南省的高质量
发展。要牢牢把握海南全方位对外
开放的机遇，共同拓展高质量发展的
广阔空间；牢牢把握海南改革先行先
试的机遇，共同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强
大动力；牢牢把握海南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机遇，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
的坚实基础；牢牢把握海南打造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机遇，共同绘就高
质量发展的最美底色。国务院国资
委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
大决策部署，在充分发挥好市场配置
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加强工作
的主动统筹引导，鼓励支持中央企业
投资海南、布局海南、建设海南、发展
海南，进一步加大工作的协调力度，
完善工作机制，强化组织保障，扎实
做好产业指引、对接合作、信息交流
等工作，为中央企业持续深化与海南
的合作提供更好的支持和服务保障。

刘赐贵回顾了中央企业参与海
南开发建设的良好成效，介绍了一年

多来全省上下凝心聚力、奋力拼搏，
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开放的情况，对国
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给予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大力支持表示衷
心感谢。他说，在国务院国资委的正
确领导下，各中央企业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

央12号文件精神，坚定融入海南高标
准高质量建设自贸试验区进程，一批
重大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实际行
动体现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当前，海南
正以坚持中国特色为前提，以当今世
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为目标，以优

良的“五网”和教育卫生基础设施为
支撑，以严密高效的风险防控为底
线，以科学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为保
障，充分体现当今世界自贸港的成功
经验，充分体现双边及多边贸易投资
协定的成熟规则， 下转A03版▶

（相关报道见A03版）

国务院国资委与省委、省政府在京举行落实中央战略部署全面推进海南自贸区（港）建设座谈会

共同推动“百家央企进海南”
争当海南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

郝鹏刘赐贵沈晓明讲话 毛万春及49家央企负责人出席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中组部选派的新一轮来琼
挂职干部赴我省各地调研学习

本报海口10月27日讯（记者李磊 张文君）10月
26日至27日，中央组织部选派的新一轮来琼挂职干
部前往海口、琼海、三亚、澄迈、洋浦经济开发区等地开
展调研学习，以全面了解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情况，为今后的履职尽责打下坚
实基础。

调研学习中，挂职干部们分为两组，分别沿着东西
两条线路环岛开展调研。在海口江东新区，挂职干部
们听取了海口江东新区规划编制的介绍，详细了解了
文明东越江通道、哈罗公学等建设项目进展情况，他们
还登上高耸的江东塔，俯瞰整个江东新区的建设现
状。在位于澄迈县的海南生态软件园，园区工作人员
从破冰、转型、起航三个方面向挂职干部一行介绍了园
区发展的“前世今生”，挂职干部一行还参观了园区的
办公设施。

在洋浦经济开发区，挂职干部们前往中国石化海
南炼化公司，了解了该公司的百万吨乙烯项目进展、园
区的布局规划等情况。随后，挂职干部前往国际港务
洋浦小铲滩码头，企业相关负责人向他们介绍了洋浦
港的区位优势、航线铺设规划、海南“四方五港”格局、
洋浦临港产业布局发展方向等，并对小铲滩码头现状
及港口能力规划作了介绍。

“通过此次调研学习，我充分了解了海南优良的自
然环境、日渐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蓬勃发展的重点产
业。海南的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大有可为。”拟任省农
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处长的来琼挂职干部冯松
涛在结束调研后表示，此次调研中，他看到了一个正
在腾飞的海南，让他今后的工作信心更足、干事的动
力更旺。

在调研学习期间，挂职干部们还前往三亚水稻国
家公园、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等地进行调研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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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评论员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落实
中央战略部署全面推进海南自贸区
（港）建设座谈会召开，标志着海南与
央企合作迈上新台阶。国务院国资
委及众多央企共同推动“百家央企进
海南”，必将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提供强大助力，为美好新海南建设
奠定良好基础。

这是肝胆相照的互利共赢。央
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纵
览近年来海南发展历程，央企的贡献

重如千钧。尤其是去年4月13日以
来，在国务院国资委的推动下，众多
央企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以高度的
政治站位，带头贯彻落实习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
神，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在海南投资兴
业，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增加了动
力、增添了后劲。实践证明，央企是
推动海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我
们要充分用好、用足这一引擎。

这是服务大局的责任担当。赋
予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的重大
使命，是习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给
海 南 带 来 了 千 载 难 逢 的 发 展 机
遇。习总书记指出，欢迎全世界投资
者到海南投资兴业。央企正是其中
的重要力量。就海南而言，无论是培
育新动能，还是发展总部经济，都需要
借力、借智、借势央企。对央企来说，
投资海南、布局海南、建设海南、发展海
南，体现的正是服务国家大局的责任担
当。为此，我们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
深刻认识海南与央企合作的重要性，积
极推动海南与央企的深度合作。

当前，海南正以坚持中国特色为

前提，以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
态为目标，以优良的“五网”和教育卫
生基础设施为支撑，以严密高效的风
险防控为底线，以科学完备的法律制
度体系为保障，充分体现当今世界自
贸港的成功经验，充分体现双边及多
边贸易投资协定的成熟规则，充分体
现国内扩大开放领域的最先进做法，
分步骤分阶段加快探索建设自由贸
易港，这为海南与央企合作提供了更
为广阔的空间和舞台。我们要提高
站位、统一认识，持续深化海南与央
企合作，争当“排头兵”，壮大“主力

军”，推动央企更好更快地融入海南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深化海南与央企合作，要紧扣发
展定位，谋定而动、主动作为。大海
行船，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航向。我
们要深入贯彻习总书记“4·13”重要讲
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立足海南

“三区一中心”发展定位，紧紧围绕“三
大领域”“五大平台”“十二个重点产
业”，做好央企对接、融入工作，吸引更
多央企到海南投资兴业；要与央企一
道，立足海南、面向世界、服务全球，通
过两到三年的努力， 下转A03版▶

落实中央战略部署 争当排头兵和主力军

（A10版）

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主要篇目介绍 （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