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4月1日讯 为应急疫
情防控、基础设施等重点项目用地，
开通审批绿色通道。今年以来全省
经批准征转用地6宗、面积11.38公
顷；以有偿出让方式供应国有建设
用地26宗，成交面积51.15公顷，成
交金额14.01亿元。

联合编制两批“一企一策”扶持
计划，其中第二批拟支持企业 22
家，项目总投资约652亿元，今年承
诺完成投资约44亿元。

积极开展农业农村“一抗三保”，

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调整预算
资金1.65亿元支持农产品收储运销。

……
在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

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海南全
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
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抓
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系
列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
来，结合海南实际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坚决守好口岸入境防线，以超常

规举措推进全面复工复产，用更加
严实作风创造自贸港新速度、新业
绩、新成效，以全力应对“三个大
考”、全力实现“三个确保”的优异答
卷体现“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
个维护”。

超常发力
全面复工复产劲头足

目前，我国疫情输入压力持续
加大，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链恢复

面临新的挑战。在南海之滨，海南
肩负着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全力应
对“三个大考”的艰巨任务。

越到关键时刻，越要精准发力、
超常发力，继续抓紧抓实抓细疫情
防控各项重点工作，加快全面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送政策、送资
金、送服务，以超常规举措推进全面
复工复产。

发放“政策红包”，企业全面复
工复产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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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4月1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
日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全面贯彻党中
央各项决策部署，做好统筹推进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以“八八战略”为统领，干在实处、走
在前列、勇立潮头，精准落实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各项举措，奋力实现今年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努力成为新时代全
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
重要窗口。

阳春三月，之江大地繁花似锦、草木
葱茏。3月29日至4月1日，习近平在浙
江省委书记车俊和省长袁家军陪同下，
先后来到宁波、湖州、杭州等地，深入港
口、企业、农村、生态湿地等，就统筹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进行调研。

3月29日，习近平前往宁波舟山港
穿山港区考察。穿山港区采取措施及早
恢复生产，港口吞吐量已逐步恢复至日
常水平。在业务调度大厅，习近平听取
了港区情况和复工复产情况汇报。在一

楼大厅，习近平同港口职工代表亲切交
流，对他们表示慰问。习近平强调，宁波
舟山港率先恢复生产，对推动我国企业
复工复产、恢复物流体系、恢复全球产业
链具有重要意义。要未雨绸缪，关注境
外疫情形势，在坚持不懈抓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积极应对和化解各国为抗击疫
情采取的各项限制性措施对货物航运带
来的影响，促进我国出口货物出得去、进
口货物进得来。习近平希望他们努力克
服疫情影响，争取优异成绩。

随后，习近平乘车来到穿山港区2

号集装箱泊位，冒雨察看了码头现场
集装箱作业场景，了解港口作业情
况。习近平强调，港口是基础性、枢纽
性设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宁波
舟山港在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
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中
具有重要地位，是“硬核”力量。要坚持
一流标准，把港口建设好、管理好，努力
打造世界一流强港，为国家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离开港区，习近平前往宁波北仑大
碶高端汽配模具园区，考察中小型民营

制造业企业宁波臻至机械模具有限公
司，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及复工复产情况
介绍。习近平来到生产线旁，同工人们
亲切交谈，询问大家返岗途中是否都顺
利、复工后生产生活上还有哪些困难、工
资发放是否正常。习近平指出，大家克
服疫情影响，及时返岗复工，既是为企业
好、为国家好，也是为自己好。企业正常
生产就能保障国家经济正常运行，就能
给大家创造就业机会，大家有收入，家里
就有了保障。习近平强调，我国中小企
业有灵气、有活力，善于迎难而上、自强

不息，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方面支持
下，一定能够渡过难关，迎来更好发展。

在园区管理服务中心，习近平详细了
解园区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并同园区管理
人员、中小企业负责人代表、外地返浙员
工代表等亲切交流，听取大家意见和建
议。他强调，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在我国
发展特别是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各类企业都造成
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党中央高度重视，打
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随着疫情形势发展
变化还将及时进行完善。 下转A02版▶

习近平在浙江考察时强调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奋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3月29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浙江考察。这是3月29日，习近平在宁波北仑大碶高端汽配模具园
区管理服务中心，同园区管理人员、中小企业负责人代表、外地返浙员工代表等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3月29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浙江考察。这是3月30日，习近平在
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考察调研，同正在清理荷塘的村民亲切交流，询问春耕备耕情况。 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新华社北京 4月 1日电 4 月 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统科温
德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70
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回首70
年，中印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道
路。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建立了
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正在努力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
伴关系。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日益深
化，在重大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不
断增强。当前，中印关系站在新起点，

迎来新机遇。我高度重视中印关系发
展，愿同科温德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中
印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两国和两国人
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亚洲乃至世界贡
献更多正能量。

科温德在贺电中表示，过去70年
来，印中关系取得实质性发展，政治、
经济和人文等领域联系日益加强。印
中互为邻国，同为文明古国和主要新
兴经济体，保持良好关系符合两国共
同利益，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
至关重要。印方愿同中方共同拓展和

深化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印度

总理莫迪也互致贺电。李克强表示，
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符合中印两国和
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将惠及亚洲和
世界。中方愿同印方一道，以两国建
交70周年为契机，推动中印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就。莫迪表
示，建交70年来，印中两国政治、经
济、人文领域关系稳步拓展。印中要
加强协作，相互团结，共同应对世界面
临的挑战。

习近平同印度总统科温德就中印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印度总理莫迪互致贺电

本报海口4月 1日讯（记者况
昌勋）4 月 1 日下午，省长沈晓明
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
推 动 规 范 设 置 外 语 标 识 标 牌
工作。

会议听取了旅游、交通、公园、
公共服务等领域规范外语标识标牌
和自助式翻译设施建设等工作进
展，并就建立工作机制、明确责任

主体、优化实施策略、规范设置标
准等进行了讨论研究。

沈晓明指出，规范设置外语
标识标牌，是对外交流环境建设
的重要内容，是海南自贸港建设
的基础工程。要统一思想认识，
明确重点系统、重点市县、重点语
种，按照分步实施、分级负责、点
面结合的策略，把握重点规范、鼓

励创新、资源共享、厉行节约、突
出自贸港品牌等原则，把这项工
作抓严抓实。

沈晓明要求，建立健全工作机
制，成立省级联席会议；明确省和
市县责任，省负责组织领导、制定
标准、督导检查，市县负主体责任、
抓好落实；加强法治保障，研究出
台规范性文件，在积累一定经验的

基础上，推动制定地方性法规；规
范设置标准，结合海南实际研究制
定并颁发地方标准，在重点领域重
点场所先行试点；加强督查纠错，
发动全民参与、特别是组织志愿者
和测试员开展纠错工作，促进标识
标牌有用好用。

王路、苻彩香、沈丹阳、冯忠
华、倪强参加会议。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要求

规范设置外语标识标牌推进自贸港基础工程建设

我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以超常规举措推进全面复工复产

超常发力 全力以“复”

我省印发通知
除特殊岗位
其余人员可不佩戴口罩

本报海口4月1日讯（记者尤梦
瑜）4月1日，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印发《关于做好下
一阶段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围绕严管疫情防控风险
点、生产生活秩序恢复等方面提出具
体举措。《通知》指出，除特殊岗位人员
外，其余人员可不佩戴口罩。

《通知》指出，下一阶段，我省将严
管疫情防控风险点，具体包括强化入
境抵琼口岸管控、强化入境抵琼人员
管控、强化发热病人规范挂历、强化四
类人员分类管理等。

《通知》特别指出，除有境外居家
隔离人员的小区外，城市社区、农村
地区全面恢复常态化管理，不再设置
卡点检测体温，不再查验健康码或出
入证。 下转A02版▶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召开
《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办法修正案（草案）》等地方性法规草案提交会议审议

本报海口4月1日讯（记者李磊）4月1日上午，省六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在海口召开，《海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正案（草案）》等一批
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草案提交会议审议。

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委托，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许俊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何西庆、胡光辉、康耀红、林北川、关进平，秘书长林泽
锋出席会议。

会议开始前，与会人员向在扶贫工作岗位上因公
殉职的省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专职，正厅级）、省委脱
贫攻坚战第一督查组组长李龙生同志表示沉痛哀悼。

本次会议有两次全体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应到
常委会组成人员62人，实到56人，符合法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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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李军主持

本报海口4月1日讯（记者金昌波）4月1日，省委
副书记、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李军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总结分析试点工作情况，
部署推进下阶段工作。副省长、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平
治、冯忠华出席。

自去年在全省范围内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三项试点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各级各有
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省改革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
进展特别是部分市县通过改革盘活了农村土地资源、
促进了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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