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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记者
邹伟 林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总结大会 8日在北京召
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
重要讲话。他强调，我们党要始终
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书写中华民
族千秋伟业，必须始终牢记初心和
使命，坚决清除一切弱化党的先进
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坚决割
除一切滋生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
坚决防范一切违背初心和使命、动
摇党的根基的危险。全党要以这次
主题教育为新的起点，不断深化党
的自我革命，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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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王沪宁
主持会议。

习近平指出，在全党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党的
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党中央对
此高度重视，做了精心准备、周密组
织。从去年5月底开始，主题教育
自上而下分两批进行，目前已基本
结束。各级党组织有力推动，广大
党员、干部积极投入，人民群众热情

支持，整个主题教育特点鲜明、扎实
紧凑，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重大
成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深入学习实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提高了知信行合一能
力，增强了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推动了改革发展稳
定各项工作，积极解决群众最急最
忧最盼的问题，涵养了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消除了一些可能动摇党
的根基、阻碍党的事业的因素。这
次主题教育是新时代深化党的自我
革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的生动实践，促进了全党思想上
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
致，为我们党统揽“四个伟大”、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了思想上
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有力动员。

习近平强调，这次主题教育，总
结历次党内集中教育经验，对新时
代开展党内集中教育进行了新探
索、积累了新经验。一是聚焦主题、
紧扣主线，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
视问题、整改落实紧紧围绕主题、主
线、总要求展开，克服学做脱节问
题，确保了党内集中教育不走神。
二是以上率下、示范带动，以“关键
少数”示范带动“绝大多数”，精心组
织谋划、推动落实责任，做到了一贯
到底、落实落地。三是有机融合、一

体推进，把学和做结合起来、查和改
贯通起来，边学边研边查边改，提高
了主题教育质量，提升了党内集中
教育的整体成效。四是紧盯问题、
精准整改，逐条逐项推进落实，问题
不解决不松劲、解决不彻底不放手、
群众不认可不罢休，确保取得的成
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五
是严督实导、内外用力，加强政策研
究指导，分级分类推进，压紧压实责
任，坚持敞开大门，请群众参与、监
督、评判。六是力戒虚功、务求实
效，把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
突出要求，把主题教育同落实“基层
减负年”的各项要求结合起来，把基
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
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把工作做扎实、
做到位。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
也要清醒看到存在的问题，要善始
善终、善作善成，把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真正落到实处。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正带领人民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必须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
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习近平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必须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
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
常抓不懈。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
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

中体现，激励着我们党永远坚守，砥
砺着我们党坚毅前行。要教育引导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经常
进行思想政治体检，不断叩问初心、
守护初心，不断坚守使命、担当使
命，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
要以党的创新理论滋养初心、引领
使命，从党的非凡历史中找寻初心、
激励使命，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
锤炼初心、体悟使命，把初心和使命
变成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
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原动力。

习近平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
成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
动。只有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
不忘初心才能更加自觉，担当使命
才能更加坚定。要把学习贯彻党的
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
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
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
来，同新时代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
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
大梦想的丰富实践联系起来，在学
懂弄通做实上下苦功夫，在解放思
想中统一思想，在深化认识中提高
认识，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 下转A02版▶

（讲话全文见A02版）

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强调

以主题教育为新的起点
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 王沪宁主持

1月8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2019年，是催人奋进的一年。
处于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
历史机遇期，全省宣传思想战线以学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首要任务，紧紧围绕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条主线，
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
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工作为载体，自
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
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有力推动
了宣传思想工作创新发展——

在一场场大仗硬仗中守住阵地、
捷报频传；把一个个重要活动办出声
色、办出水平；让一个个重大项目落
地有效、影响深远……守正创新，锐
意进取；积厚成势，继往开来。2019
年，新时代奋进之歌嘹亮唱响，新时
代海南华章逐字写就，我省宣传思想
工作不断“强起来”，广大党员干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推动全省人民在
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
密团结，“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作贡献”的强大精神动力迅
速集聚。

高扬思想旗帜
夯实精神根基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是一
道关乎国家战略全局的时代考题。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在11个重要场合、重要时间节点的
重要讲话中，就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作出重要论述和指示。从“逐步探
索”到“加快探索”再到“加快推进”以
及“推动建设”，声声重逾万钧的嘱托，
成为海南砥砺向前的指南和路标。

新的征程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
就应当从哪里开始。省委书记刘赐贵
反复强调：“抓好学习、准确领会，是
我们贯彻落实好习总书记‘4·13’重

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的‘第
一粒扣子’。”

一年来，全省宣传思想战线把学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作为
首要任务，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和省委七届七次全会精
神作为重中之重，持续加强理论学习
宣传阐释工作，让党的旗帜在宣传思
想战线高高飘扬。

深化学习教育，用党的创新理论
指导各项工作——

抓住“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
数”，全省宣传思想战线以县处级以
上党委（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为抓
手，加强各级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常
态化制度化建设，充分发挥其示范带
动作用，广泛开展了建言献策征集活
动、有奖知识答题活动，在全省范围
内营造了学思悟践的浓厚氛围。

与此同时，我省理论研究平台建

设力度不断加大，海南师范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成功入选全国重点马
克思主义学院培育单位；我省申报
的马工程重大课题研究“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
想与海南实践”顺利完成并向中宣
部申请结项……

40万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发放到全
省各地，掀起了理论学习的又一波高
潮。海南大学副教授温小平说，这本
书已经成为同事们摆在案头、伸手可
及的重要学习资料。

加强宣传宣讲，让党的创新理论
传得更开更广更深入——

不断创新载体，我省宣传思想战
线综合运用现代融媒体产品开展理
论宣讲，推出了“直通自贸港”“自贸
有新招”等一批理论政策宣讲节目；
涌现出一批获中宣部表彰的基层理
论宣讲先进集体和个人。

特别是，在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时，刘赐贵担任省委宣讲团
团长，统筹领导干部、理论专家和基
层百姓组成不同层面的宣讲队伍，面
对不同对象群体撰写了四类宣讲提
纲，令四中全会精神宣讲呈现分众
化、对象化、互动化的特点，实现了精
准宣讲、有效传播、广泛覆盖。

截至目前，省委宣讲团深入全省
各地开展四中全会精神宣讲2200余
场，直接听众达17.3万余人，通过电
视转播、网络直播等途径收听收看的
人数80余万人。

海口海关机关党委（政工办）干部
吴天斌每次聆听宣讲都认真做了笔
记：“一次次深入浅出的宣讲，使我理
解更透了、思路更清了、方向更明了。”

完善学习平台，让党的创新理论
从指间流入心田——

充分利用载体，2019年1月23
日“学习强国”海南平台上线以来，通过
开设的“习近平情系海南”“直通自贸
港”等11个一级栏目， 下转A03版▶

绘时代精神底色 奏昂首奋进之歌
——2019年我省宣传思想工作综述

我们党要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书写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始终牢记初心和使
命，坚决清除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坚决割除一切滋生在党的
肌体上的毒瘤，坚决防范一切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全党要以这次
主题教育为新的起点，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这次主题教育是新时代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生动
实践，促进了全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为我们党统揽“四
个伟大”、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有力动员

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不断深化党的自我
革命，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作为加强党的
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不懈；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最新成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必须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
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担当作为；必须完善和发展党内制
度，形成长效机制；必须坚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

■

■

■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记者王雨萧 陈炜伟）商
务部副部长王受文8日表示，商务部将继续推动高水
平对外开放，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在当日举行的2020中外投资促进机构工作会上，
王受文说，中国的国内市场未来将成为全球最大国内
市场，中国有非常强的产业配套能力，为外商投资提供
扎实的合作基础。此外，中国市场的创新能力也在不
断提升，特别是在互联网、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
的潜力将持续稳定释放。

“综合评价，中国仍然具有吸引外资的综合优势。”
王受文表示，商务部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
新，将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赋予自贸试验区
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
度，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

商务部：
将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

本报海口1月8日讯 （记者罗
霞 通讯员王雪梅）2019年省市场监
管局推出的商事登记全省通办等12
项改革举措属全国首创，今年我省将
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构建更加开放透明可预期
的市场准入管理模式。这是海南日
报记者1月8日从在海口召开的全省
市场监管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今年，我省市场监管部门将以
服务、保障自由贸易港建设为目标，
紧扣优化营商环境主线，进一步深

化商事制度改革。实施外国（地区）
公司直接登记制度，加强外国企业
在我省从事服务贸易经营活动的服
务管理；探索实施“证照联办”登记
联合审批模式，将营业执照及相关
的许可证统一在一个系统中联合审
批，满足新设企业需同时办理多项
事宜的需求；探索推进商事登记行
政确认制，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承
诺即入制探索经验；持续推进“证照
分离”全覆盖改革，切实解决“准入
不准营”问题；全面推进商事主体滚

动年报工作。
同时，将持续压缩企业开办及

行政许可时间。争取省政府协调相
关部门在流程再造、业务协同和信
息化建设方面的大力支持，早日实
现“线上一表填报、线下一窗领取”
的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减少不必要
的审批环节和审批材料，精简办事
流程，进一步压缩行政许可事项审
批时限。

据了解，2019年省市场监管局
持续推动改革创新，强化市场监管，

优化服务，推出的商事登记全省通
办、简化简易商事主体注销公告程
序、商事主体信用修复制度、减免商
事主体公示负面信息、围绕自由贸
易港战略定位构建标准体系、在全
省范围内实施商事主体滚动年报制
度、商事主体可任意选择年报时间、
更正年报信息、休眠期间免于报送
年报、创建临床急需国内未上市进
口药品监管模式、实施高等院校和
科研院所职务发明专利所有权或长
期使用权改革和将高知名度、遭遇

商标侵权和涉外的商标全部纳入
《重点商标保护名录》及大数据管理
等12项改革举措属全国首创。有6
项作为我省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
新案例对外发布。

同时，省市场监管局积极争取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等中央部委的支持，
在全国率先开展强化竞争政策实施
试点、临床真实世界数据应用试点和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核准试点改
革，为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

海南今年将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构建更加开放透明可预期的市场准入管理模式

向美军驻伊拉克基地发射数十枚导弹

喷发复仇火焰
伊朗开打了

A15

A06

A10

网红主播、“村播”、政府领导纷纷
借助电商和短视频平台销售产品

直播带货，
带火海南新零售

海南旅游
要向瑞士学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