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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9月9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
次会议，研究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现
代流通体系建设问题，研究党的十九
大以来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决策部
署落实情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强调，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
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构建新发展格
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
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要贯彻新发
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硬件和
软件建设，发展流通新技术新业态新
模式，完善流通领域制度规范和标
准，培育壮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
物流企业，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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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王沪宁，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交
通运输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现代流通体系建
设的汇报，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科
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
应急管理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关
于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财经委员会会
议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的汇报。

会议指出，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对
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在
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流通效率和生产
效率同等重要，是提高国民经济总体
运行效率的重要方面。高效流通体
系能够在更大范围把生产和消费联

系起来，扩大交易范围，推动分工深
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财富创造。
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都离不开高效
的现代流通体系。

会议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流通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国家
骨干流通网络逐步健全，流通领域新
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全国统一大市
场加快建设，商品和要素流通制度环
境显著改善。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过程中，流通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同
时，我国流通体系现代化程度仍然不
高，还存在不少堵点亟待打通。

会议指出，要加快完善国内统一
大市场，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
良性循环，塑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强化竞争政策作用。要
建设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形成统一开
放的交通运输市场，优化完善综合运
输通道布局，加强高铁货运和国际航
空货运能力建设，加快形成内外联

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要完善现
代商贸流通体系，培育一批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现代流通企业，推进数字
化、智能化改造和跨界融合，加强标
准化建设和绿色发展，支持关系居民
日常生活的商贸流通设施改造升级、
健康发展。要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加快建设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立
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
制。要强化支付结算等金融基础设
施建设，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提供更多直达各流通环节经营
主体的金融产品。要认真研究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加快建立储
备充足、反应迅速、抗冲击能力强的
应急物流体系。

会议强调，党的十九大以来，中
央财经委员会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
部署，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出台许
多政策举措，成效是显著的。当前，
我国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复杂严峻，很

多问题必须从长远角度、战略高度来
谋划和推动解决。中央财经委员会
会议研究决策的很多事项都是关系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性、战略性
大事。要加强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增强抓落实的主动性
和自觉性，更好落实党中央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

会议指出，做到“两个维护”关键
要体现在行动上，要增强宗旨意识，
树立正确政绩观，从讲政治的高度抓
落实。抓落实重在实效，关键看有没
有实现制定政策时的目标。要把党
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及时转化为具
体政策和法规，加强部门间协调配
合，增强战略一致性。要设立工作台
账，及时对账，完善评估机制，抓好重
大决策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列席会议。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强调

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在第三
十六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
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
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全国广大教师迎难而
上，奋战在抗击疫情和“停课不停学、
不停教”两条战线上，守护亿万学生
身心健康，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
在线教育，为抗击疫情作出了重要贡
献。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全国广大教师用

爱心和智慧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点亮
万千乡村孩子的人生梦想，展现了当
代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和责任担
当。希望广大教师不忘立德树人初
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积
极探索新时代教育教学方法，不断提
升教书育人本领， 下转A02版▶

在教师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强调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
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在全省上下全力应对统筹常态

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决战脱
贫攻坚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海南自由贸易港良好开局“三
个大考”、答好“三张答卷”的关键时
期，我们迎来了第 36 个教师节。在
此，省委、省政府谨向全省广大教
师、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
诚挚的慰问！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
要基石；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近
些年来，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教育事业发展的各项决策部署，突
出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
位和作用，不断加大教育投入，改善
办学条件，提高教师地位待遇，实施

“一市（县）两校一园”引进工程，推进
教育改革创新，建设海南国际教育创
新岛，推动基础教育、学前教育、职业
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实现
又好又快发展、办学质量全面提升。
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不忘立
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使命，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用爱心、
知识、智慧担负起传播知识、传播思
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
造新人的时代重任，倾注心血和汗水

培养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为
海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
的重要贡献。今年以来，在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中，广大师生认真落实教育
部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扎实
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学复课工作，以实
际行动体现了强烈的责任担当。对
此，省委、省政府向你们表示衷心的
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当前，面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历史交汇期，站在加快推进自贸
港建设的崭新起点，海南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需要强有力的人才和智
力支撑。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定
不移地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

地位，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和对外开放
领域先行先试，加快教育现代化，努
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要把教师队
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进一步提高教
师地位和待遇，加强好校长好教师的
培养和引进，努力打造适应海南自贸
港建设需求的优秀教师队伍。要在
全社会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
统和文明风尚，关注教育发展，关爱
教师成长，努力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
教、教师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希
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操守、有扎
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
师，立足自身岗位职责，弘扬伟大抗
疫精神，扎实开展好“我为加快推进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活动和
自贸港知识进校园活动，以高尚的师
德师风、特有的人格魅力、突出的工
作业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
海南自贸港建设培养源源不断的合
格建设者、接班人。

祝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中共海南省委 海南省人民政府
2020年9月10日

中共海南省委 海南省人民政府
致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慰问信

本报海口9月9日讯（记者金昌
波 昂颖）9月9日，海南省青年联合
会第七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在海口召
开。省委书记刘赐贵致贺信，省委副
书记李军出席并讲话。

刘赐贵在贺信中充分肯定了我
省青联组织五年来的工作成绩。他指
出，当前，我们正处在“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海南正踏上建
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伟大新征
程，全省上下正以超常规的认识、举

措、行动和实效，全力应对“三个大
考”，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交出合
格答卷。全省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
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
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大力弘
扬伟大抗疫精神，敢闯敢试、敢为人
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和扎根守
土、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的椰树精神，
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火热实践
中放飞青春梦想、成就事业华章。各
级党委、政府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青联和青年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大力支持青联和青年工
作，为广大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搭
建舞台、创造条件。各级青联组织要
自觉担负时代重任、深化改革创新、忠
诚履职尽责，更加有效组织动员广大
青年坚定跟党走、奋进新时代，为加快
建设海南自贸港作出更大贡献。

李军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
省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为海南
青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助力脱贫

攻坚、创新创业中展现的“后浪”时代
风采点赞。他希望广大青年一是坚
定理想信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把
个人前途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
系在一起，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争做
有志青年；二是紧扣时代主题，立足
自身实际，在自贸港建设、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找
到个人成长成才和事业发展的机遇
平台，积累知识、提升本领，争做有为

青年；三是引领社会风尚，以自身的
良好素质、良好形象为海南自贸港代
言，在全社会形成创一流营商环境、
禁毒、整治人居环境、厉行勤俭节约
的思想共鸣，讲好海南故事、凝聚正
能量，争做有德青年。

会议总结省青联过去五年工作，
研究部署今后五年工作，并选举产生
了新一届省青联领导机构。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俊，副省
长冯忠华，省政协副主席蒙晓灵出席。

省青联第七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
刘赐贵致贺信 李军出席并讲话

毛万春在五指山调研时强调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让百姓共享绿色福利

本报五指山9月9日电（记者赵优）9月8日至9
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赴五指山市，围绕生态文明
建设课题开展调研。

在畅好乡番贺村、通什镇番赛村等生态文明村，调
研组一行详细了解当地人居环境改善以及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项目等情况，并与当地干部村民开展交流。毛
万春指出，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守好生态底线，
以更高政治站位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升，让五指
山的老百姓在优美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活。

调研组一行还来到悠然铁皮石斛生态种植示范基
地、五指山万泉园艺兰花基地、五指山妙自然雨林茶乡
基地、什会村百香果基地，实地了解铁皮石斛、兰花、茶
叶、百香果等产业的种植情况、收益情况和发展模式。
了解产业发展的良好现状后，毛万春指出，五指山要因
地制宜，积极发挥当地优势，有效盘活农村各类资源，
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座谈会上，毛万春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海南发展
的最强优势和最大本钱，五指山是我省的生态核心区，
生态文明建设等工作必须走在全省前列。要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进一步对标自贸港建设
标准，对标世界生态环境一流地区，加大生态环境保
护力度，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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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今日推出教师节特刊
（T叠）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始

终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基
础性工程加以推进。省委、省政府
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来认识教师工
作的极端重要性，努力培养造就党
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
教师队伍，为实现海南教育快速发
展、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人才
支撑。

尊师重教，必得满园芬芳——
从繁华都市到偏远山区，从三尺讲
台到网络课堂，全省13万余名教
师坚守岗位，为莘莘学子托举希
望，通过知识的传授、智慧的启迪、
德性的涵养、品格的培育，让青春
的光彩在与中国梦的同频共振中
竞相绽放。

聚贤引才
为海南教师队伍点燃“火种”

碧叶成金黄，今又挂新绿。九
月伊始，保亭中学迎来了返校学生，
沉静一个暑假的校园又见勃勃生
机。校长周小华在操场边按下相机
快门，画面里，远处云海翻腾，近处
绿草茵茵，一张张充满活力的笑脸
不仅是定格在他的相机里，更是定
格在他的心里。

2015年，周小华通过“好校长、
好教师”引进工程来到海南。一晃
多年，在他和团队夜以继日的耕耘
下，曾经杂乱的校园成为当地最美
的风景，曾经散漫的教师主动参加
教研培训，带出来的学生竞知向学，
彰显阳光印记。

海南建省晚、起步慢，教育事业
底子较薄、基础较差。事业因人才
而兴，省委、省政府深刻地认识到，
要想实现海南教育内涵发展、弯道超车，必须以海纳百
川的胸怀聚贤引才，“好校长、好教师”引进工程就是在
这一背景下启动的。

该引进工程启动以来，先后有300名“火种”型优
秀校长、教师来到海南，其中75.33%以上到教育薄弱
地区任职任教，为提升当地基础教育发挥了示范带动
作用。而后来实施的“一市（县）两校一园”优质教育资
源引进工程，让哈罗公学、清华附中、人大附中等一批
国内外知名学校相继落户海南。相互助力、相辅相成，
这些合作办学学校既是本地教育人才的“孵化器”，又
如一块又一块“吸金石”，吸引着越来越多省外优秀师
资慕名而来。

一个数据能够说明问题——我省从2012年成为
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制度改革试点省份以来，
每年约有近5万人次报名参加考试。而2019年，这
个数据又被刷新，全年报考人数达到6.3万余人。

筑巢引凤，大海之南成为教育人才向往的“诗和
远方”。 下转A03版▶

海
南
把
教
师
队
伍
建
设
作
为
最
重
要
的
基
础
性
工
程
加
以
推
进

立
德
树
人

托
举
希
望

俯瞰雏形初现的海口五源河文
体中心二期项目。目前，该项目总进
度已过半，预计2021年12月底竣工
交付。

五源河文体中心二期项目建设
内容包括体育馆、游泳馆和网球馆，
其中体育馆建设总投资10.9亿元，
该项目完工后具备举办全运会等全
国性以及单项国际比赛条件。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五源河文体中心
二期项目总进度过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