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海南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
精神系列评论之五
■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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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海南发展的
最强优势和最大本钱，也是海南进一
步改革发展必须越擦越亮的靓丽名
片。习近平总书记在“4·13”重要讲
话中指出：
“ 海南要牢固树立和全面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上先行一步，为
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表率。”这为
海南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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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根本遵循。新时代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必须紧紧围绕“三区一中
心”战略定位，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
使命担当。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
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4·13”
以来，海南始终把保护生态作为重大
政治责任，坚决守住生态底线，坚持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加快推进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和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建设，积极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大力培育发展生态型服务型产业体
系，严格把好项目和产业准入关，健
全生态文明建设长效机制，以最严的
规划、最严的措施、最严的处罚、最
严的问责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确保海南生态环境只能更好、不能
变差。两年来，
“ 美丽乡村会客厅”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上成功
亮相，向世界展现海南生态环境的
无穷魅力；
“ 百镇千村”建设在琼岛
大地风生水起，
下转 A02 版▶

——海南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4·13”
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报道

海南全面践行“两山”
理念，
加快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表率——

青山披锦绣 逐梦谱新篇
（详见 A02 版）

近年来，
海南全面践行
“两山”
理念，
加快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图为海南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我省体育旅游未来5年发展规划提出

“学习强国”海南学习平台
将于4月13日全新改版上线

创新建设海南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
主要
目标

空间
规划

2020 年至 2022 年，体育旅游示范效应初显，
品牌形象基本形成
2023 年至 2025 年，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创建完成

“五区”：北部综合体育旅游区、南部热带滨海休闲度假体育旅游区、东部会展健康体育

产业集群，
国际体育旅游目的地基本形成，
体育旅游在

“七核”：海口观澜湖体育健康特色小镇、儋州海花岛海上运动休闲度假区、琼海健康运动旅游度假区、万宁
冲浪小镇、琼中山地民俗运动旅游体验区、澄迈智力运动产业基地、白沙体育训练基地

本报海口 4 月 6 日讯（记者赵优）
4 月 6 日，海南省政府正式印发《海南
省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发展规划
（2020-2025）》
（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提出，围绕海南“三区一中心”
战略定位，充分发挥生态环境、经济
特区、国际旅游岛等优势，创新推动
海南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为探

索中国特色体育事业改革发展新路
径提供可推广、
可复制的先进经验。
《规划》提出，结合海南体育旅游
发展的具体实际，坚持“合作型、开放
型、生态化、市场化、国际化、特色化”
发展理念，推进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
建设。
《规划》重点围绕国家体育旅游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计思佳
特约记者 韩小雨 通讯员 刘晓惠
“36.1℃，体温正常。”4 月 6 日下
午，海南华侨中学高三学生朱婕带着
行李返校报到，经过红外热成像体温
测试仪时，机器仅用 1 秒就完成了拍
照和测温，准许其进入校园。
根据我省疫情防控工作实际，我
省各级各类学校将实行分类错峰复
学，其中第一批返校的高三、初三年
级学生定于 4 月 7 日正式上课。
师生重返校园，无疑是我省疫情
防控工作的一场“大考”。近几日，海
南日报记者通过走访发现，随着高
三、初三年级开学日期的临近，这场

示范区进行“空间规划、产品规划、产
业规划”
三大规划。
在空间规划上，我省将构建“一
圈、五区、五极、七核”的空间结构，统
筹推进海南省体育旅游有序发展。
在产品规划上，构建以“四大主
导、八大特色”为主的体育旅游产品
体系，即大力发展沙滩运动，积极发

际化，鼓励发展体育旅游装备制造
业，加快培育体育旅游服务业，促进
体育旅游产业升级。
《规划》还对系统建设、实施保障
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划，明确建设内
容，并梳理罗列出 2020－2022 年的
10 项重点和主要工作，制定近期行
动计划。

我省各部门各市县各校联防联控抓实抓细开学复课工作

校园绿意浓 静待学子归
“考试”
正全面展开。

高位推进
以战时状态投入工作
校园防疫，关系到疫情防控工作
大局。据统计，我省有 4557 所各级
各类学校共 230 万名师生，仅第一批
返校上课的高三、初三年级就涉及
19.3 万名师生，点多线长面广，情况

十分复杂，
防控难度巨大。
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学校开学工
作，
对我省开学复课方案进行了反复研
究，
明确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由省有关部
门负主管责任、
各市县负主体责任、
各
学校负具体责任、各乡镇在其职责范
围内负相关责任，务必做到疫情防控
责任到人、
落实到人、
监管到人。
4 月 2 日，省委书记刘赐贵赴省
疾控中心、海口市一中初中部、海口

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阴天间多云有小阵雨 夜间 多云间阴天 风向风速 东北风3级 温度 最高24℃ 最低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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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上运动，优先开发体育赛事、体
育休闲、体育训练、体育竞技四大主
导产品，重点开发八大特色产品，如
体 育 + 滨 海、体 育 + 民 俗、体育+探
险、体育+健康、体育+科技、体育+极
限、体育+会展、体育+演艺等。
在产业规划上，推动体育和旅游
深度融合发展，促进体育旅游产业国

制图 王/凤龙

旅游区、西部山地与海上休闲运动体育旅游区、中部热带雨林民族特色运动体育旅游区
“五极”
：海口、三亚、儋州、万宁、琼中

国际旅游消费中的地位凸显，
示范经验得到复制、
推广

优化8个原有栏目，
新增6个特色栏目

“一圈”
：环岛体育旅游圈

体制机制改革科学规范有序，打造 2 至 3 个体育旅游

中学等地，检查调研公共卫生应急管
理体系建设和学校复学准备情况，强
调要高标准建设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精细化落实学校疫情防控措施，扎实
做好复学复课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师
生健康安全、复课有序推进。
同日，省长沈晓明主持召开指挥
部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开学复课工作，
并于次日突击检查文昌市部分中学
复学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在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下，
各项开学准备工作紧锣密鼓——
省教育厅会同省卫健委等部门
先后制定印发了高三初三年级开学
方案、应急预案、验收标准等 7 个重
要文件；各市县政府均成立了由市
县政府领导任组长的开学工作领
导小组，并召开了开学工作动员部
署会；
下转 A05 版▶
（相关报道见 A05 版）

本报海口 4 月 6 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姚皓）记者近日从“学习强国”海南学习平台编辑部获
悉，该平台将于 4 月 13 日全新改版上线，优化 8 个原有
栏目，新增 6 个特色栏目，进一步丰富和提升平台栏目
内容设置，增强可读性和吸引力。
本次改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线，紧密结合全省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4·13”
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
围绕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多层次全方位
提供学习资源。
改版后的海南学习平台，设置一级栏目 14 个，含
8 个优化栏目。其中，优化调整“习近平情系海南”栏
目定位，将栏目更名为“习习春风”，系统呈现习近平
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突出展示海南
省委省政府在新思想指引下加快推动建设自贸港相关
工作的决策部署、在学思践悟中践行初心使命，凝聚发
展共识。此外，
合并原有
“我为自贸港作贡献”
“直通自
贸港”两个栏目，更名为“逐梦自贸港”，集中聚焦海南
各界以实干担当推动自贸港建设、自贸港政策体系解
读等内容。
6 个新增特色栏目中，包含了重点新闻的“推荐”
栏目，集纳创意微视频、航拍、动漫科普等融媒作品的
“声动海南”
视听栏目，
下转 A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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