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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西利亚 11 月 13 日电
（记者裴剑容 杨依军）当地时间11月
13日，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在巴
西利亚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
发表讲话。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俄罗
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南非总统
拉马福萨一同出席闭幕式。

习近平指出，一段时间来，世界形
势又发生许多新变化，既充满机遇，也
有不少挑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动能逐渐释放，为生产力进步和
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新天地。同时，
保护主义、霸凌主义逆流而动，冲击国
际贸易和投资，加剧世界经济下行压
力。企业有信心，市场就有活力。希
望工商界朋友们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继续发挥各自优势，踊跃参与和推动
金砖国家经济合作，积极在金砖国家
投资兴业，为促进增长、创造就业作出
实实在在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金砖国家新工业革
命伙伴关系是下阶段金砖经济合作的
一个重要抓手。要敢于先行先试，将
企业合作同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结合
起来，争取在创新、数字经济、绿色经
济等领域拿出更多亮眼成果，助力五
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遭
遇逆风。要找出阻碍各国经贸投资往
来的难点和痛点，提出切实可行的解
决建议，帮助政府更好了解行业和市
场诉求、提高决策水平。

习近平强调，中国的发展是世界
的机遇。面向未来，中国扩大对外开
放的决心没有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
趋势没有变。我们将进一步开放市
场，扩大进口，不断改善营商环境，为
企业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共建“一
带一路”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希望企业家们抓住机遇，积极参与，收
获更多合作成果。

金砖国家工商界代表约600人出
席闭幕式。

当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博
索纳罗和夫人为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举
行的欢迎宴会，并一同观看了文艺演出。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并发表讲话

本报海口11月14日讯 （记者
彭青林）11月14日，中央扫黑除恶第
18督导组“回头看”海南省情况反馈
会在海口召开。中央督导组组长吴
新雄反馈此次督导“回头看”有关情
况，省委书记刘赐贵作表态发言，省
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主持会议。

吴新雄指出，海南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督导整改工作，将督导整改作
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的直接检验，精
心部署、攻坚克难、持续发力，推动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显著成效。全
省各地各相关部门均成立由“一把

手”任组长的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坚
决扛起主体责任，强力推进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依法严惩取得新的重大成
果，“打伞破网”成效明显，专项整治扎
实深入，重点行业整治持续发力，基层
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一批欺压百姓、
危害一方的黑恶势力及背后“保护伞”
被依法严惩，重点行业领域乱象得到
有效整治，全省社会治安环境持续改
善，党风政风持续好转，人民群众获得
感、满意度、安全感显著提升。

在指出“回头看”发现的有关问
题和不足后，吴新雄强调，目前，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已进入爬坡攻坚的关

键阶段，海南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第2
次推进会要求，进一步推动海南省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推进。要持
续保持高压态势，攻坚克难，确保夺
取专项斗争全面胜利；要聚焦重要线
索、重大案件，依法严惩、集中攻坚，
确保打深打透、除恶务尽；要聚焦“打
伞破网”，坚持“两个一律”“一案三
查”，坚决惩处“保护伞”“关系网”；要
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切实履行
监管职责，加强协同配合，铲除黑恶
势力滋生蔓延土壤；要加强基层组织

建设，夯实基层基础，为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提供坚强基层组织保障，为推
进海南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
设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优质
良好的营商环境。

刘赐贵指出，这次中央扫黑除恶
督导“回头看”，是对我省贯彻落实党
中央和习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重大决策部署、深入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一次复诊复查和有
力推动促进。全省上下要把坚决、全
面、彻底抓好整改落实，作为践行“两
个维护”的重要标尺，作为服务保障
海南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建设的重

大举措，作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需要的具体行动，严格按照督导组
的反馈意见和整改要求，打好政治担
当主动战、依法严惩巩固战、综合治理
持久战，坚决防止扫黑除恶草草收兵，
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防止“保护
伞”卷土重来，推动我省专项斗争实现
新突破，确保夺取专项斗争全面胜利，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营造
更加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中央第18督导组副组长南英及
督导组全体成员，省领导胡光辉、蓝
佛安、刘星泰、陈凤超、路志强，驻琼
军警部队领导杜亚勇出席会议。

中央扫黑除恶第18督导组
“回头看”海南省情况反馈会在海口召开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我省各部门各市县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学懂弄通抓落实 鼓足干劲谋发展
本报海口11月14日讯（记者金昌波）11月 14

日，省委副书记、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指挥长李军
到海南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就进
一步办好电视夜校进行部署。

省脱贫致富电视夜校自2016年11月18日创办，
截至目前共播出161期，平均每期有58.7万人收看，先
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组织创新奖”、中宣部“基层理
论宣讲先进集体”等荣誉。在省夜校办，李军详细询问
电视夜校播出收看、“961017”服务热线受理情况，并
现场抽查帮扶干部“钉钉”管理系统签到情况，肯定夜
校依托热线送服务到田间地头、提升贫困群众脱贫致
富能力，运用“钉钉”高效管理夜校教学、督促基层干部
认真履职尽责。 下转A02版▶

李军到脱贫致富电视夜校调研
认真总结经验
把夜校办得更好

本报海口11月14日讯（记者李磊）11月14日上
午，省政协在海口召开协商督办会，就省政协七届二次
会议重点提案《加快推进“海澄文”一体化综合经济圈
产业协调发展的建议》进行协商督办，省政协主席毛万
春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提案人介绍了提案调研过程和主要内容，省
政府办公厅、省发改委、省商务厅、海口市、文昌市、澄
迈县等提案承办单位和市县通报了提案办理等相关情
况，与会人员围绕“加快推进海澄文一体化发展”课题
进行协商座谈。

毛万春指出，“海澄文”一体化发展，对推动我省省
会经济圈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是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的基础之一。 下转A02版▶

省政协召开
重点提案协商督办座谈会
毛万春出席

新华社巴西利亚11月14日电（记
者陈贽 霍小光 杨依军）当地时间11月
14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在
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巴西总统博索
纳罗主持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南非总
统拉马福萨出席。五国领导人围绕“经
济增长打造创新未来”主题，就金砖国家

合作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深入交
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努力共谱合
作新篇章》的重要讲话，强调金砖国家要
展现应有责任担当，倡导并践行多边主
义，营造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把握改革
创新的时代机遇，深入推进金砖国家新
工业革命伙伴关系；促进互学互鉴，不断

拓展人文交流广度和深度。中国将坚持
扩大对外开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努力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和人
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晤是在世界经
济发展和国际格局演变的关键时刻举行
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势头

不可逆转，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注入
强劲动力。令人担忧的是，保护主义、单
边主义愈演愈烈，治理赤字、发展赤字、信
任赤字有增无减，世界经济中不稳定不确
定因素明显上升。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金砖国家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回应人
民呼声，展现应有的责任担当，在追求发
展道路上矢志不移，在团结合作历程中携

手奋进，为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发展。
第一，营造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

应该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
目标，以维护公平正义、推动互利共赢为
宗旨，以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为基础，倡导并践行多边主义。要
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反对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建设性参与地缘政治热点
问题解决进程。密切战略沟通和协作，
发出金砖共同声音，推动国际秩序朝着
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二，谋求开放创新的发展前景。
应该深入推进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
关系， 下转A02版▶

（讲话全文见A02版）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要倡导并践行多边主义 深入推进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

坚持扩大对外开放 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闭幕后，
11月1日海南省委常委会召开（扩
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连

日来，我省各部门各市县纷纷学习
宣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并紧密结
合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这个当前最大实际，不
断把学习宣传四中全会精神引向深
入，学懂弄通抓落实、鼓足干劲谋发

展，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汇聚
磅礴力量。

把制度创新优势转化
为治理效能

大家表示，深入学习领会十九
届四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
涵，就要深刻地认识到贯彻落实全

会精神对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的重要作用，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
加快推进海南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
建设与全会作出的各项部署要求对
接好，不断把制度创新优势转化为
治理效能，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经
济社会发展的创造活力。

下转A03版▶

当地时间11月14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主持
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出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
努力共谱合作新篇章》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当地时间11月14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主持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
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出席。这是五国领导人合影。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