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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国际热
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重大工程
安装启动仪式7月28日在法国该组织
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科学无国界，创新无
止境。国际科技合作对于应对人类面
临的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国际
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承载着人类和平
利用核聚变能的美好愿望，计划实施

以来，中方始终恪守国际承诺，中国企
业和科研人员勇挑重担，与国际同行
齐心协力，为计划的顺利推进贡献了
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十多年来的积
极探索和实践充分证明，开放交流是
探索科学前沿的关键路径。

习近平强调，当前，全球正面临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人类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携手前行、

共克时艰。中方愿继续同各方加强
科研交流合作，合力突破重大关键科
学和技术，推进全球科技创新，为增
进各国人民福祉、实现全球可持续发
展不断作出新贡献。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是当
今世界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
大科学工程，我国于2006年正式签
约加入该计划。

习近平向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
重大工程安装启动仪式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28日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视频会议开幕
式上致辞。习近平向会议表示祝贺，
积极评价亚投行不断发展壮大，指出
亚投行应该成为促进成员共同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
台。各成员要聚焦共同发展、勇于开
拓创新、创造最佳实践、坚持开放包
容，把亚投行打造成推动全球共同发
展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与时俱进的
新型发展实践平台、高标准的新型国
际合作机构和国际多边合作新典
范。中国始终支持和践行多边主义，
以开放、合作、共赢精神继续同各成
员一道支持和办好亚投行，为国际社
会应对风险挑战、实现共同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习近平在致辞中强调，2013年年
底，我代表中国提议筹建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推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
建设和互联互通，深化区域合作，实现
共同发展。开业4年多来，亚投行坚
持国际性、规范性、高标准，实现良好
开局，从最初57个创始成员，发展到
今天的来自六大洲的102个成员，朋
友圈越来越大、好伙伴越来越多、合作

质量越来越高，展示了专业、高效、廉
洁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崭新形象。

习近平指出，全球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实践表明，人类是休戚与共、风
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唯有相互支持、
团结合作才是战胜危机的人间正道。
解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
各国应该努力形成更加包容的全球治
理、更加有效的多边机制、更加积极的
区域合作。亚投行应该成为促进成员
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新平台。

一是聚焦共同发展，把亚投行打
造成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新型多边开
发银行。亚投行应该致力于服务所有
成员发展需求，提供更多高质量、低成
本、可持续的基础设施投资，既要支持
传统基础设施，也要支持新型基础设
施，为促进亚洲及其他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新动力。

二是勇于开拓创新，把亚投行打
造成与时俱进的新型发展实践平台。
亚投行应该创新发展理念、业务模式、
机构治理，通过灵活多样的发展融资
产品，促进互联互通，推动绿色发展，
支持技术进步。 下转A02版▶

（致辞全文见A02版）

习近平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第五届理事会年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
强调亚投行应该成为促进成员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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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彭青
林）7月28日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举行（扩大）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
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就宣传贯彻实施
好民法典开展专题学习。省委书记
刘赐贵主持学习会并讲话，强调各级
领导干部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带头学习好、实施
好、维护好民法典，加快构建海南自
由贸易港法治体系，营造法治化、国
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高
质量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提供坚强法
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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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前，刘赐贵会见了前来授课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
法室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
会副会长黄薇。会上，黄薇围绕民法
典的重大意义、编纂历程和总体考
虑、主要制度和创新、如何学好用好
民法典等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讲
解，提出了意见建议。

刘赐贵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

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主题鲜明、
内容丰富，深刻阐述了实施民法典
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保障人民群
众合法权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要
自觉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坚持法治
先行，坚守海南自贸港“六个决不允
许”的底线，在自贸港建设实践中持
续改革创新，为建设高水平开放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提供有力法
治保障。

刘赐贵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
落实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将民法
典纳入领导干部日常学习内容，各级党
校（行政学院）要将其列为教学重点，推
动各级党员干部带头学好民法典这部

“社会的百科全书”，提高自身法律修
养和基本法律素质， 下转A02版▶

刘赐贵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上要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学习好实施好维护好民法典
为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沈晓明毛万春李军出席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彭
青林）按照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的统一部署，7月22日至27日，国务
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海南省脱贫攻
坚督查组对我省脱贫攻坚工作进行
实地督查。7月28日下午，督查组在
海口召开会议反馈督查情况，督查组
组长、文化和旅游部党组副书记、副
部长李金早反馈督查情况，省委书记
刘赐贵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

会上，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汇
报我省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督查组副
组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
书记阎京华，省委副书记李军出席。

李金早指出，今年是决战脱贫攻
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
期和重要节点，海南全省上下认真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
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始终把脱贫攻

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
程，“两不愁三保障”、产业扶贫、就业
扶贫、资金投入、巩固脱贫成果等工作
均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在强化组织领
导、创新推进天然橡胶价格保险制度、
大力推进消费扶贫、发展旅游扶贫产
业以及创新开展扶贫扶志等方面形成
了一系列工作亮点，创造了经验。

李金早强调，针对海南在脱贫
攻坚工作中仍然存在的薄弱环节，

建议进一步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
建设力度、巩固提升产业项目发展
水平、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加强
扶贫队伍建设。要统筹好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的关系，推动形成脱贫
致富长效机制；统筹好物质帮扶和
精神帮扶的关系，增强贫困群众内
生发展动力；统筹好生态保护和产
业发展的关系，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前
提下发展壮大特色产业；统筹好输血

和造血的关系，推进可持续脱贫，高
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刘赐贵表示，督查组的反馈意
见，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海南脱贫攻坚
的成效和亮点，客观精准指出了存在
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提出了针对
性的工作意见和要求。对督查组指
出的问题，省委、省政府诚恳接受、照
单全收，将认真研究、举一反三，全力
抓好整改落实。 下转A02版▶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督查组向海南反馈督查情况
李金早反馈督查意见 刘赐贵主持并讲话 沈晓明作汇报 李军出席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况
昌勋）7月28日下午，省政府党组书
记、省长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
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
署近期重点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沈晓明强调，习总书记重要讲话
为企业发挥更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
指明了方向，具有特别重要意义。要
深刻学习领会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到

企业对自贸港建设极端重要，尊重和
保护企业家，发扬企业家精神、发挥
企业家的聪明才智、激发企业家的创
造力，光明磊落和企业打交道，想企
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躬下身子
细致周到为企业服务，把提高企业微

观经济效益作为当前重要经济工作，
营造亲商重商的社会氛围，努力提高
企业经营效益。要创造性抓好贯彻
落实，拿出“一天当三天用”的干劲和

“干一件成一件”的韧劲，以“四个超
常规”全力应对“三个大考”，抓好深

入一线解决问题、筹备好营商环境大
会和省政府全会等工作，推动全年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完成。

会议研究了省政府班子成员带
队赴市县督导全年目标任务的有关
安排。 下转A02版▶

沈晓明在省政府党组会议上要求

把提高企业微观经济效益作为重要经济工作来抓

乐城先行区首个全球
同步应用创新药品落地
用于治疗胃肠道间质瘤，患者可
申请“带药回家”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袁宇）7月28日，海南
自贸港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首个特批带离药
物暨胃肠道间质瘤临床急需药品项目启动会在海口举
行。会上宣布，今年5月在美国获批上市的创新药物
——瑞普替尼正式落地园区，成为乐城先行区首个与
全球患者同步使用的药物。在“带药出园”政策的支持
下，该药品也将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发布后首个特批可带离园区的临床急需用药。

据了解，瑞普替尼用于治疗胃肠道间质瘤，今年5
月获批后，同步启动进入乐城先行区的步伐，不到两个
月就实现在乐城先行区的落地。

目前，乐城先行区相关医院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医疗
小组，为瑞普替尼项目的顺利落地提供保障，并全面收
集患者临床使用中的具体反馈，建档立卡，统计具体的
应用数据，用于临床应用的逐步优化。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今年3月出台的《海南博鳌乐
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临床急需进口药品带离先行区使
用管理暂行办法》，允许患者将仅供自用、少量的口服临床
急需进口药品带离乐城先行区使用。目前，已有患者针对
瑞普替尼提出用药申请，并申请带药离园使用，这也标志
着该药物将成为首个实现带药出园使用的进口特许药品。

博鳌乐城先行区管理局负责人表示，瑞普替尼的
迅速引进、带药离园使用，是海南自贸港建设制度创新
的最新成果。受惠于海南自贸港新政，这一药品得以
加速在乐城先行区上市并服务国内患者，也标志着乐
城先行区实现了医疗技术、装备、药品与国际先进水平

“三同步”中的药品同步，“先行区将继续用好用活国家
赋予的政策，加快打造医疗领域开放新高地，为海南自
贸港建设贡献力量。”

李军到保亭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记者李磊）7月26日下午，省委副书记、省

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指挥长李军深入抓农村基层党
建促脱贫攻坚联系点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合口
村、什龙村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并为基层党员上党课。

在什龙村，李军现场了解南梗享水谷扶贫济困型
共享农庄项目进展，调研村民搬迁安置住房建设情况，
对充分照顾村民愿望和习俗的做法表示肯定，强调要
深化与农民的利益联结，努力实现共享。要提升项目
客户黏性，加快形成标准化、可复制的项目开发、规划
设计、建设运营模式，探索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
路径。李军还实地查看农村改厕、危房改造、扶贫产业
等情况，并随机选择脱贫户走访，对照扶贫手册与他们
一项项核实收入情况，鼓励他们鼓足干劲、勤劳致富，
积极发展生产和外出务工，把日子越过越好。

在合口村，李军为当地基层党员上党课，与大家交
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思想的心得体会，强调
要深入落实《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
坚持党的领导，强化组织保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下转A02版▶

多地出现不同程度气象干旱

我省因地制宜
采取多种措施应对旱情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孙慧 特约记者邹小
和）全省抗旱调度视频会7月28日在海口召开。海南
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进入5月以来，我省多次出现持
续大范围高温天气，平均降水量较往年同期偏少，导致
部分市县出现较严重旱情，给群众生活、工农业生产造
成影响。目前，全省各市县因地制宜，通过水库调度用
水、应急送水、打井等多种措施应对旱情，缓解生活和
灌溉用水紧张状况。

从去年入冬以来，我省平均降水量较往年同期偏
少。目前，全省1105座水库蓄水量为29.26亿立方
米，占正常库容34.9%，比多年同期偏少17.4%，全省
共有273座水库的水位低于或等于死水位，全省水库
可用水量为16.55亿立方米。

据气象部门测报，截至7月23日，文昌、琼海、东
方等3个市县已经属于特重气象干旱，白沙、五指山、
琼中、三亚和定安等市县重旱，临高、保亭和陵水轻旱，
其余市县中旱。由于降水持续偏少、气温持续偏高，旱
情导致部分地区出现河（溪）流断流，一些市县部分乡
镇用水紧张，给群众生活、工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目前
全省有13个市县350个自然村存在季节性缺水情况，
影响9.43万人的饮水安全。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要求坚
持抗旱防汛两手抓。目前，文昌、东方、乐东等市县对
部分用水困难的乡镇开展应急送水，每天送水1260
吨，有效保障农村饮水安全。 下转A03版▶

（相关报道见A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