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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进驻期：
2020年8月19日-9月19日
督察组主要受理2017年围填海专项督察指

出问题整改情况群众质疑的联系电话与邮件
值班电话：0898-65390750
受理联系电话时间：每天 8：30—12：00，14：

30—17：30
专门信箱：海口市专用邮箱A045

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海洋专项督察组
进驻海南开展海洋专项督察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记者彭
青林）8月21日上午，省委书记刘赐贵
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十四五”规划编
制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对制止餐
饮浪费行为作出的重要指示，研究
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刘赐贵强调，
要坚决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指
示，加强组织领导，坚持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立足建设海南
自贸港这个最大实际，广开言路、问

计于民，科学严谨编制好海南“十四
五”规划。

会议强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成功应
对“十三五”期间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
势，改革发展稳定各领域取得明显成
效、发生巨大变化。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总书记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
出的重要指示，深刻认识习总书记重
要指示对指导我省编制“十四五”规划
工作的重大意义。要加强组织领导，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
坚持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立足建设海
南自贸港这个最大实际，广开言路，问
计于民，加强调研，科学严谨做好海南
的“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
餐饮浪费行为作出的重要指示，表明
了我们党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
费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要认真
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指示，始终牢
记“两个务必”要求，发扬勤俭节约、

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加大宣传教育
力度，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
食堂带头做起，使反对餐饮浪费成为
全社会的自觉行动。要坚持“饱不忘
饥”的底线思维，把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上，加强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
等平台建设，坚决扛起粮食安全的海
南担当。

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南省贯彻<
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实施细
则》，强调要切实抓好条例和实施细

则的实施，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
领导，把党的领导与支持政法机关依
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统一起来，严格
执行领导干部干预执法司法活动记
录和问责制度。要切实发挥好政法
在维护公平正义、防范化解风险、服
务保障营商环境等方面职能作用，为
海南自贸港建设营造安全的政治环
境、稳定的社会环境、公正的法治环
境、优质的服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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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

坚持广开言路问计于民
科学严谨编制好海南“十四五”规划

新华社合肥8月21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贯彻落实好
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改革开放，坚
持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打好三大攻坚战，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战脱贫攻坚，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中实现更大作为，在加快建设美好
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八月的江淮大地，烈日炎炎。8月
18日至21日，习近平在安徽省委书记李
锦斌、省长李国英陪同下，先后来到阜
阳、马鞍山、合肥等地，深入防汛救灾一
线、农村、企业、革命纪念馆等，看望慰问
受灾群众和防汛救灾一线人员，就统筹
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加强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推进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谋划“十四五”时期
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调研。

18日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阜阳市
阜南县王家坝闸，听取安徽省防汛工作
及王家坝开闸分洪情况介绍。王家坝闸
有千里淮河“第一闸”之称。今年7月20
日，王家坝闸时隔13年再次开闸蓄洪，
有效发挥了错峰减压功能。在王家坝防
汛抗洪展厅，习近平详细了解淮河治理
历史和淮河流域防汛抗洪工作情况。他

强调，淮河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全面
系统治理的大河。70年来，淮河治理取
得显著成效，防洪体系越来越完善，防汛
抗洪、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高。要把治
理淮河的经验总结好，认真谋划“十四
五”时期淮河治理方案。

随后，习近平来到附近的红亮箱包
有限公司，了解阜南县开展就业扶贫和
防止因灾致贫返贫情况，并察看车间生
产线，同职工亲切交流。习近平希望企

业克服困难，把灾害造成的损失抢回
来。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大扶持力
度，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保障受灾群众、
贫困群众就业。

离开扶贫车间，习近平来到蒙洼蓄
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调
研。洪水退后，庄台附近农田一派繁忙
景象，村民正加紧在水塘中采摘芡实、在
退水地块中补种蔬菜。习近平沿着田埂
走进农田深处，向正在劳作的乡亲们了

解生产恢复情况。他指出，要因地制宜、
抢种补种，尽量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争
取秋季仍然取得好的收成。要根据蓄洪
区特点安排群众生产生活，扬长避短，同
时引导和鼓励乡亲们逐步搬离出去，确
保蓄洪区人口不再增多。

习近平接着来到西田坡庄台，察看
村容村貌，并走进村民的家，了解他们的
家庭收入、受灾损失、生产恢复等情况。
习近平指出， 下转A02版▶

习近平在安徽考察时强调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高质量发展
在加快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8月21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巴基斯坦总统阿里夫·阿尔维致口
信。

习近平在口信中表示，阿尔维总
统专门致函祝贺中巴经济走廊政党共
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召开，充分体现了
对中巴关系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高
度重视和支持，我对此表示赞赏。

习近平指出，中巴是有着特殊友
好情谊的好兄弟、好伙伴。中巴经济
走廊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志性项
目，对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深入发展、打造更加紧密的中巴

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中巴政
党经常开展友好协商，不断凝聚政治
共识，有利于推动走廊建设行稳致远
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习近平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全球抗击疫情的实践充分证
明，各国唯有相互支持、团结合作才
是战胜疫情的人间正道。中方愿与
巴方一道，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
设，共同促进地区国家团结合作，维
护本地区和平发展良好势头。

此前，阿里夫·阿尔维向中巴经
济走廊政党共商机制第二次会议致
贺信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深
刻诠释了合作、和平与发展的真谛，
反映了世界人民的普遍诉求。我要
特别感谢中国在巴方遭受新冠疫情
肆虐之际，及时向巴方提供医疗援
助。巴方将继续增进巴中文化交流
互信，同中国秉持共同目标，携手致
力于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

中巴经济走廊政党共商机制是
中国共产党同巴基斯坦朝野主要政
党于2019年成立。8月20日，由中
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中巴经济
走廊政党共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以视
频会议方式举办。

习近平向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致口信

8月18日至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安徽省考察。这是19日下午，习近平在合肥市肥
东县十八联圩生态湿地蓄洪区巢湖大堤上，亲切看望慰问在防汛抗洪救灾斗争中牺牲同志的家属、防汛抗洪一线人员、先进
典型代表和参加抗洪抢险的部队官兵。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8月18日至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安徽省考察。这是19日上午，习近平在马鞍山市中国宝武马钢
集团，同企业劳动模范、工人代表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海南长臂猿保护国际研讨会举行
国家林草局海南长臂猿
保护研究中心获批成立
李军出席并致辞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记者金昌波）8月20日至
21日，由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主办的海南长臂猿保护
国际研讨会在海口举行，海内外生态环保领域的60多
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会。省委副书记李军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宣读了依
托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成立国家林草局海南长臂猿保
护研究中心的批复。

海南长臂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全球最
濒危物种之一，目前只分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
王岭片区。近年来，海南在推进公园体制试点中，大力做
好海南长臂猿保护与拯救工作，目前其种群已增长到30
只左右。研讨会通报了保护工作情况，举行了海南长臂
猿保护志愿者协会成立仪式。与会专家围绕海南长臂猿
种群健康繁殖、热带雨林保护与修复、国家公园可持续发
展与国际化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提出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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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天

9月17日—20日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西海岸）

招商热线：18608998658

本报海口8月21日讯（记者况昌
勋）8月21日，省长沈晓明主持召开省
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进海南自贸港
金融支持政策重点事项落地工作。

会议听取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人行海口中心支行、海南银保监局、
海南证监局等有关单位就自贸港金
融支持政策重点牵头事项落实情况

汇报，并围绕提升贸易便利化、推动
离岸新型国际业务开展、开发保险
新产品等进行了讨论交流。

沈晓明要求，明确海南自贸港
金融政策重点，把握海南金融发展
方向，以金融开放推动贸易投资便
利化，并发展壮大金融产业。牢牢
把握改革开放和风险防控的辩证关

系，只有管得住、才能放得开。加强
监管手段的创新，引进信用管理理
念和事中事后监管方式，推动离岸
新型国际贸易发展。既要重视制度
创新，也要重视推广应用，更要重视
实效，在创新突破的基础上做大流
量，把“盆景”变成“森林”。聚焦瓶
颈问题突破，推动设立交易场所和

新增金融机构。加强新业态、新业
务谋划，设立新的持牌金融机构。
积极推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加强
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用金融手
段推动产业转型，加大对政府投融
资平台的支持力度。加强研究和宣
传自贸港政策，开展专项推介会。

沈丹阳、倪强参加会议。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要求

以金融开放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