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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媒体看海南

本报海口2月24日讯（记者彭
青林）2月24日上午，省委书记、省委
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刘赐贵主
持召开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
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
见，部署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法治保障
等工作。刘赐贵强调，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
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紧紧围绕海
南自贸港建设统筹推进重点法治任
务，进一步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

能力，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
任沈晓明、李军，省委全面依法治省
委员会委员及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
责人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海南省委
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关于做好防控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法治保
障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综合治理
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实施意
见》《中共海南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
会2020年工作要点》等文件；书面审
议通过了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及

四个协调小组2019年工作总结。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为我们依法科学防控疫情、发
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学习好、领会
好、贯彻好，进一步增强依法防控和
全面依法治省的紧迫感责任感，从立
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全力
应对疫情防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自贸港建设“三个大考”。

会议要求，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
下强化法治保障，推动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等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顺

利开展。要从“五级书记”抓防控转
向抓统筹，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完善
疫情防控相关立法，严格执行疫情有
关法律法规，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打击
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和破坏
经济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坚决遏制
乱捕滥猎野生动物、破坏繁衍栖息地
和迁徙通道的行为，依法有序恢复生
产生活秩序。

会议肯定了过去一年的工作，强
调新的一年要统筹推进重点法治任
务。要以构建与海南自贸港相适应
的法律法规体系为抓手，推动自贸港

建设一开始就法治先行；以深化示范
创建活动为抓手，推动法治政府建设
向纵深发展，强化各级党委政府和公
务员的法治意识；以平安海南建设为
重点，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深入开展
清理整治“三无船舶”、严厉打击走私
等行动，围绕自贸港建设需求研究有
效管理方式方法。省委全面依法治省
委员会办公室要主动谋划、当好参谋，
认真履行统筹协调、督促检查等职责；
四个协调小组要主动履职、主动担责，
进一步推动实际工作的运行，为海南
自贸港建设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会议要求

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沈晓明李军出席

本报海口2月24日讯（记者刘操）2月24日上
午，省政协七届三十三次党组会议暨二十五次主席会
议在海口召开。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刘赐贵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海南分会场和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会议传达省政协党组在2月
13日省委常委会会议上汇报工作的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充分发挥政协优势积极助
力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
决定》。

毛万春指出，省政协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
要深刻领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
对标总书记提出的要求找差距，正视问题和薄弱环节，
提升思想境界，精细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要增强
忧患意识，不能盲目松懈乐观；要在狠抓落实、狠见实
效上下功夫，着力整治身边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
工作有实实在在的效果；要学思践悟，在注重工作本领
提升上下功夫；要在狠抓统筹上下功夫，一手抓疫情防
控不手软，一手抓省政协今年确定的各项重点工作任
务不手软，使全省政协工作有序推进。

省政协副主席马勇霞、李国梁、史贻云、王勇、吴岩
峻、陈马林、蒙晓灵、侯茂丰，秘书长王雄出席会议。

省政协七届三十三次党组
暨二十五次主席会议召开
毛万春主持

■ 新华社记者 凌广志 赵叶苹 罗江

疫情突至，正值瓜果飘香时节，“南菜园”海南陷入
滞销困境，这关乎当地500多万农民的“钱袋子”，也影
响着全国各地群众的“菜篮子”。连日来，海南全省总
动员，打响了守卫“钱袋子”“菜篮子”的瓜菜“保卫战”，
运销补贴、农超对接、社区团购……上百万吨海南高品
质瓜果蔬菜运抵湖北、广东等全国市场。

全省动员抗击滞销

冬日海南阳光和煦，植物拔节生长。疫情挡不住
瓜果成熟的节奏，却阻滞了采收的工人、收购的商人、
运输的车辆。 下转A04版▶

“南菜园”海南打响
瓜菜产销“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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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24日讯（记者况
昌勋）2月24日，省长、南繁科技城建
设省级推进领导小组组长沈晓明主
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要认真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建设南繁硅谷的重
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理清
思路，科学编制规划，明确开发机制，
做好招商引资，大力推动南繁科技城
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
地（以下简称中转基地）建设。

会议研究了南繁科技城和中转
基地产业规划编制工作，并围绕南繁
科技城项目复工复产、引入农业核心
优势院校及市场化研发机构、构建农
业服务外包平台，建立中转基地生物
安全评估工作机制、探索开展种质资
源进境业务、完善种业管理制度等进

行了讨论交流。
沈晓明指出，南繁科技城规划不

是孤立的，是建立在南繁育种这项常
规工作的基础上，南繁科技城是南繁
硅谷的主要载体。要创新体制机制，
推动南繁事业向南繁产业转变，加快
南繁国家实验室建设和市场主体引进
培育，以“一体两翼”空间格局加快推
进南繁科技城建设。要处理好南繁科
技城规划与国家南繁、海南自贸港、

“十四五”、中转基地、国家热带农业科

学中心等规划的关系。要进一步强化
产城融合和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合
一”理念，推动产学研联动，坚持以种
业为重点、以热带农业为基础、以共性
技术服务平台为纽带，实现全产业链
发力、关联产业协同发展。要强化知
识产权先导性、战略性作用，高度重视
人才战略，吸引留住一批种业人才。

沈晓明强调，人畜共患病在全球
的流行对规范动植物进出口口岸、提
高检验检疫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海南是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可以实
施双重屏障隔离，腹地小、潜在风险
小，具有建设中转基地的明显优势，
中转基地建设也符合海南自贸港开
放创新理念。作为提升生物安全管
理能力的项目，更加凸显了建设中转
基地的紧迫性，要把生物安全放在重
而又重的地位，加快推进中转基地建
设。要成立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深
入研究生物安全风险，推动起步区建
设，加强隔离设施和检验检疫设施建

设。要以中转基地建设带动种业贸
易、动物贸易、模式动物等产业发展；
千方百计在全球格局下进行谋划，推
动跨境检验检疫服务、种业离岸贸易
等产业发展。

沈晓明对修改完善南繁科技城
暨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
地规划下一阶段工作进行部署，要求
进一步研究明确管理机制和开发机
制，做好招商引资等相关工作。

童道驰、刘平治、倪强参加会议。

沈晓明主持召开南繁科技城建设省级推进领导小组会议要求

统一思想 理清思路 科学编制南繁科技城暨中转基地规划

■ 本报记者 李磊 金昌波
尤梦瑜 赵优

2月23日，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
议在北京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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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高度重视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2月
24日专门就做好学习贯彻工作发出
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紧密结合实际，认真学习领
会，坚决贯彻落实，将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党组织
和每一名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坚持“五级书记”齐抓统
筹推进全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在全力应对疫情防控、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三个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极大
鼓舞着我省广大干部群众。大家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给大家
树立了信心，一定要迎难而上，奋力
拼搏，在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
防控工作的同时，做到有序复工复
产，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
个战场”决战决胜。

战“疫”不松劲 勇夺最后胜利

人心更振奋，信心更坚定。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极大鼓舞着奋战
在抗疫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各
领域党员干部。 下转A05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本报海口2月24日讯（记者彭
青林）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
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省委24日专门就做好学习贯
彻工作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紧密结合实际，认
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将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到每一个
党组织和每一名党员干部，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持“五级书
记”齐抓统筹推进全省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在全力应对疫情防

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三个大考”中交
出合格答卷。

通知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
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全
面总结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深
刻分析了当前疫情形势和对经济社
会发展影响，提出了加强党的领导、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具有很
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为我们
全面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任务，指明了正确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要从进一步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的高度，充分认识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
意义，全面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和丰富
内涵，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落实坚定信心、
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
要求，坚持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
最重要的工作来抓，按照分区分级要
求加快推动复工复产，统筹做好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全力应

对疫情防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
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三个大
考”中交出合格答卷。要通过党委
（党组）专题学习会、理论中心组学习
会、党支部学习会等形式开展学习，
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迅速
传达到每一个党组织和每一名党员
干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每
一名党员都成为一面旗帜。要组织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结合实际
谈体会、谈问题、谈措施，拿出硬招实
招，确保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
求落实落细落到位，坚决防止政策空

转，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平
稳健康发展双胜利。

通知指出，经过各级各方面的艰
苦努力，我省疫情防控工作取得积极
成效，全省已连续多天未出现新增病
例，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
在拓展。但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当
前全省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正处在最吃劲的关键阶段，全省上下
既要坚定信心，不能畏难厌战、松劲
懈怠，也要保持冷静，不能盲目乐观、
心存侥幸。各市县要对照全国疫情
态势，结合本地实际，切实增强忧患
意识， 下转A05版▶

省委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发出通知要求

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党组织和
每一名党员干部 五级书记齐抓统筹 全力应对“三个大考”

2月24日18时27分，由贵州省
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飞来的HU7634
航班降落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119名
复工返岗人员顺利飞抵三亚。

这是海南首批采取包机接回的
复工返岗员工。这批工人经医学观
察和核酸检测合格后，将回到三亚城
投集团月川棚改安置区项目工地工
作岗位。预计3月中下旬，三亚现有
在建项目可满负荷复工复产。
文/本报记者梁君穷图/本报记者武威

三亚包机接回
119名复工人员

我省发布新版疫情防控分区
分级区域图

新增文昌乐东
为低风险地区

（A03版）

本报海口2月24日讯（记者马珂 通讯员陈建洪）
根据省委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要求，我
省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分区分级精准防控。2月
24日，省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以下简称省指
挥部）对全省各市县提出精准防控具体实施要求。

省指挥部提出，新增确诊病例将统一收治到省人
民医院和三亚中心医院。所有出院患者需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14天，并按要求在出院后第2周、第4周到定点
医院随访、复诊。

所有社区、村庄、单位要继续做好人员健康监测管
理，对进入人员测量体温，依托“健康一码通”有序实施
人员出入管理。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继续按照要求，严格落实预
检分诊制度，做实做细发热门诊，确保疑似患者按程序
进行网络报告，普通患者要一个不漏通过“健康一码
通”进行登记，并通过系统推送到社区进行追踪管理。
口腔诊所一律暂停开业，其他诊所、门诊部有序放开，
但发现发热病人时要引导其到就近发热门诊进行就
诊，并做好登记。 下转A04版▶

我省分区分级实施精准防控
外省抵琼人员一律通过
“健康码”申报管理

码上读

扫码看三亚包机
接回119名复工
返岗员工报道

拍摄/武威
剪辑/王诗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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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一天不除
口罩一日不摘

我国全面禁止
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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