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同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
和新开发银行对话会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新 华 社 巴 西 利 亚 11 月 14 日 电
（记者许林贵 蒋国鹏）当地时间 11 月
14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同金砖国家工
商理事会和新开发银行对话会在巴西
利亚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巴
西总统博索纳罗、俄罗斯总统普京、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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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总理莫迪、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共同
出席。
五国领导人听取了金砖国家工商
理事会、新开发银行代表工作汇报，
接
受工商理事会代表递交年度工作报
告，并分别发表讲话。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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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
（A09 版）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海南宣讲报告会
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报告会海口举行
穆虹作报告 刘赐贵主持 沈晓明毛万春李军出席

本报海口 11 月 15 日讯 （记者
彭青林）11 月 15 日上午，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
海南宣讲报告会暨省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扩大）学习报告会在省人大会
堂举行，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改革
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国家发改
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穆虹宣讲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省委书记、
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主持报告会，省
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省政协主席
毛万春，
省委副书记李军出席报告会。
穆虹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
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四中全会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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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的决定》，以深刻的理论、鲜活的案
例、翔实的数据，对四中全会精神进

习近平在讲话中对工商理事会和
新开发银行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希望
两个机构发扬开拓进取的企业家精
神，奋发有为，为金砖国家、广大新兴
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下转 A02 版▶

行了深刻阐释和全面解读。他指出，
系海南实际学习贯彻，紧密结合中央
要充分认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赋予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历史使命，全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要深刻领 “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
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
神的贯彻落实，相互贯通、有机衔接、
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坚定中国特色社
一体推动，把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
会主义制度自信；要准确把握坚持和
的成效转化为推动海南自贸试验区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具体行动，转化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
为改革开放的最新成果，为海南改革
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要加
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强党的领导，确保四中全会确定的各
刘赐贵在主持报告会时说，学习
项目标任务全面落实到位。
宣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
穆虹表示，海南各级党委（党组）
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全省广
要按照中央有关部署精心组织四中
大党员干部要结合今天的宣讲报告，
全会精神宣讲，做到“八个讲清楚”，
原原本本、融会贯通学习习总书记在
把四中全会精神讲深、讲准、讲透，使
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四中
听众入耳、入脑、入心，促进广大干部
全会通过的《决定》等文件，坚定制度
群众真学、真信、真干，推动各项工作
自信、增强制度意识、强化制度执行，
延伸到最基层、
“最后一公里”。要联
推动四中全会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要全面准确宣讲好四中全会精
神，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各市县和分管
领域宣讲，把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问
题讲深讲透，增强全省广大干部群众
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的自觉性坚
定性。
刘赐贵指出，全省各级党员、干
部要紧密结合建设自贸试验区和自
贸港这个海南当前最大实际，把学习
好、宣传好、贯彻落实好四中全会精
神与深入贯彻习总书记“4·13”重要
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结合起
来，与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在第二届进
博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结合起来，
与贯彻落实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结合起来，与
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结合起来，积极开展“我为加快推
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活

动，以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加快推进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充分发挥好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为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贡献海南智慧和力量。
报告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
开，在海口设主会场，各市县（含洋浦
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现职省级领
导干部，省委各部门、省级国家机关
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副厅级以上领导
干部，有关省属企事业单位、有关中
央直属驻琼单位、驻琼独立师以上军
警部队军政主官及消防救援总队主
要负责人，省委党政干部宣讲成员、
理论工作者代表、省直机关干部代
表、省直宣传文化系统副处级以上干
部代表、群团代表、国有企业单位代
表、高校师生代表、离退休老干部代
表共计 5400 多人听取报告。

白内障患者的福音

全球先进的飞秒激光
治疗设备引入博鳌乐城
本报博鳌11月15日电（记者刘梦晓）海南日报记者
11月15日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以下简称先
行区）管理局获悉，
先行区相关医疗机构在
“国九条”
优惠
政策支持下，
近日特许引入先进的强生全视 Catalys 飞
秒激光眼科治疗系统，让国内白内障患者同步享受国
外先进治疗技术。先行区相关医疗机构目前面向国内
招募白内障患者，
可享受专家手术费减免优惠。
白内障是全球首位致盲性眼病。我国 60 岁以上
的老年人白内障发病率达 80%以上，90 岁以上人群白
内障发病率高达 90%以上。手术是治疗白内障的唯
一方式。强生全视 Catalys 飞秒激光眼科治疗系统是
一款针对白内障手术设计的眼科手术设备，已在美国
和欧洲多个国家上市使用，具有降低手术对角膜内皮
带来的损伤，
给患者带来较好的愈后等优点。目前，该
系统还未在国内上市，但经过特许通道获批在先行区
优先使用。

此次招募从即日起至今年 12 月 31 日止
招募的患者须满足以下条件：
■ 年满 22 周岁的白内障患者

■ 计划使用强生全视 Catalys
飞秒激光眼科治疗系统手术
■ 愿意并能遵守检查程序
■ 同意术后随访等条件
满足以上条件

理解更透 思路更清 方向更明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海南
宣讲报告会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报告会侧记

可拨打电话 0898-62988066 报名预约

增强发展信心 凝聚奋进力量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
海南宣讲报告会在我省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A02 版）

省政府与浙江大学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国务院印发通知

在自贸试验区
开展
“证照分离”
改革全覆盖试点
（见 A10 版）

共建浙江大学海南研究院
沈晓明出席

本报海口 11 月 15 日讯 （记者
况昌勋）11 月 15 日下午，省政府与
浙江大学在海口签署全面战略合作
协议，共建浙江大学海南研究院。
签约前，双方进行了工作座谈。省
长沈晓明、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出
席签约仪式。

根据协议，双方将通过共建研
究院、人才培养、继续教育、智库咨询
等方式，深化全面战略合作。其中，
在崖州湾科技城共建浙江大学海南
研究院，研究院定位为专业型、创新
型教学研究机构，
围绕海洋（深海）和
热带农业（南繁育种）领域，
积极培育

以涉海和涉农专业为主的研究生，
大
力开展技术攻关和成果产业化推广，
力争把研究院建设成为“立足海南、
辐射全国”的集教学、科研和成果转
化于一体的创新创业研究院。
据了解，该院将于 2020 年开始
招生，通过 3 年至 5 年时间，形成每

年 150 名左右的研究生招生规模。
其中，涉海学科博士研究生 20 名，
硕士研究生 40 名；涉农学科博士研
究生 30 名，硕士研究生 60 名，5 年
后根据研究院发展情况和研究生培
养质量逐步增加研究生招生数量。
王路、倪强参加活动。

关注首届海南岛国际图书（旅游）博览会

首届海南岛国际图书（旅游）博览会开幕
出版业盛会打造海南文化新名片

■ 本报评论员

作为海南打造的首届书博会，
该活动将以“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
旅游出版”为主题，旨在为出版业提
供跨界创新转型、促进供需精准对
接的蓝海机遇，打造“专而新、特而
美”的国际图书会展品牌。200 多
家出版机构及相关文化单位代表，
来自俄罗斯、希腊、挪威、韩国等国
家以及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的出
版社负责人、作家、设计师、插画师
等齐聚盛会。
首届海南岛国际图书（旅游）博
览会由省委宣传部、三亚市人民政
府、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
省新闻出版局、中国图书进出口（集
团）总公司、海南岛国际图书博览会
有限公司承办。
（相关报道见 A04-A07 版）

以书会世界 海南更出彩
15 日在三亚开幕。书博会应海南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而生，是我省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
讲话精神，发挥改革开放重要窗口

作 用 ，加 快 建 设 国 际 旅 游 消 费 中
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使海南
国际旅游岛这张名片更亮更出彩
的切实举措。以书会世界，亮出新

色彩，海南文化将被世界更多人知
晓，世界文化也将在海南进一步交
流交融。
以书会世界，展现文化海南新

魅力。作为相对独立地理单元的特
殊环境，造就了海南浑然一体的海
岛风光，也孕育了海南具有鲜明特
点的本土文化风貌。 下转 A02 版▶

本报海口 11 月 15 日讯 （记者邓钰）海南日报记
者 11 月 15 日从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南橡胶）获悉，
今年前三季度，
该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90 多亿元，
创历史新高。
海南橡胶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海南橡胶的
营业收入、利润总额、资产规模等指标，位居国内天然
橡胶行业前列。其中，2019 年前三季度 25 家基地分
公司干胶总产量 7.8 万吨，同比增长 10%，自产胶营业
收入 9 亿余元。自产胶以外的营业收入 81.12 亿元，同
比增长 132%。
近年来，在国际天然橡胶价格持续低迷的情况下，
海南橡胶紧紧围绕主营业务，持续加大改革创新力度，
以产业高端为前提，以产品服务高端为重点，以价值链
高端为方向，
以品牌高端为目标，
用新技术赋能提升传
统产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打造更趋完整性、更强创
新力、更高附加值的天然橡胶产业链。
下一步，海南橡胶将以“三横三纵三支撑”为业务
组合，其中“三横”为天然橡胶、高效农业、橡胶制品和
新材料产业；
“三纵”为贸易（含电商）、物流、金融三种
供应链服务形式，
立足三条主产业链，
提供价值增值的
集成服务；
“三支撑”
为产业物联网、区块链和动态的资
产组合管理，
用投资控制资源，
用资产组合推动业务组
合的战略升级，努力打造全球天然橡胶产业链、创新
链、价值链上的优秀企业。
（相关报道见 A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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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东风鼓舞开放热情，椰风
海韵又添文气书香。自去年我省成
功举办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之
后 ，又 一 项 国 际 性 会 展 节 庆 活 动
——首届海南岛国际图书（旅游）博
览会（以下简称“书博会”
）于 11 月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首 届 海 南 岛 国 际 图 书（旅 游）博 览 会
在 三 亚海棠湾开幕。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本报海口 11 月 15 日讯 （记者尤
梦瑜）海风习习，
海棠湾里书香阵阵。
11 月 15 日晚，首届海南岛国际图书
（旅游）博览会（以下简称书博会）在三
亚海棠湾开幕。从15日至18日，
书博
会将为业内人士及公众带来多个主题
展览和60余场阅读文化活动。
中宣部副部长梁言顺，
中国出版
协会理事长柳斌杰，
省委常委、
三亚市
委书记童道驰，
省委常委、
宣传部长肖
莺子，俄罗斯塔斯社第一副总编辑马
拉特·阿布尔哈金出席开幕式。
中宣部副部长梁言顺宣布书博
会开幕，与会嘉宾共同打开手中的
书籍。
开幕式上，歌舞表演《久久不见
久久见》向国内外嘉宾展示海南文化
魅力，引来热烈掌声。

今年前三季度
海南橡胶实现营收90多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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