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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9月11日下午在京主持召
开科学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就

“十四五”时期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听
取意见。他强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
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
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我国广大
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有信心、有意
志、有能力登上科学高峰。希望广大
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肩负起历史责
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
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
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
和深度进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
迪，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期智，西湖大学校
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中国工
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左
宁，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
巧妹，北京化工大学特聘教授戴伟等
7位科学家代表先后发言，就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和发展等
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习近平同发
言的每一位科学家都进行了交流，深
入探讨一些重大科技问题和科技体
制改革创新问题。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
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大家作了
很好的发言，结合各自研究领域提出
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请有关
方面认真研究吸收。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把
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通
过全社会共同努力，我国科技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

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一些前沿领域
开始进入并跑、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
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
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在这次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广大科技工作
者在治疗、疫苗研发、防控等多个重要
领域开展科研攻关，为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作出了重大贡献。借此机会，我向
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
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

“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
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
要求。加快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需要，是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
的需要，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
是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的需要。

习近平强调，我国拥有数量众多
的科技工作者、规模庞大的研发投
入，关键是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
发创新创造活力，给广大科学家和科
技工作者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让科
技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涌现出来。要
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对能够快
速突破、及时解决问题的技术，要抓
紧推进；对属于战略性、需要久久为
功的技术，要提前部署。要发挥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优势，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狠
抓创新体系建设，进行优化组合，组
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形成我国实验室
体系，发挥高校在科研中的重要作
用，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明确
我国基础研究领域方向和发展目标，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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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强调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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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彭
青林）9月9日至11日，广东省委书
记李希，省委副书记、省长马兴瑞率
领的广东省党政代表团来琼考察交
流。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省委副书
记、省长沈晓明陪同考察，并与广东
省党政代表团举行两省合作交流座
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
关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共
同推动琼粤全面深化合作，共享共赢
海南自由贸易港和粤港澳大湾区、深
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重
大国家战略的历史机遇。

在琼期间，广东省党政代表团深
入海口、三亚、琼海、澄迈等市县，实
地考察了崖州湾科技城、中国科学院
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吉阳区博后
村、海棠湾旅游度假区、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中国（海南）南海
博物馆、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
心、海南生态软件园、海口江东新区、
海南省大数据中心、新海港等地。

10日下午，海南·广东两省合作

交流座谈会在海口举行。李希代表
广东省委、省政府对海南长期以来给
予广东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他强调，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是
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立足“两个大
局”，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
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赋予了海
南发展重大历史机遇，也赋予了广东
发展重大历史机遇。我们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主动对接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主动学习海南改革开放
的好经验好做法，不断提升粤琼合作
水平。一要在实施国家重大战略中
加强和深化改革联动，加强在构建高
水平投资贸易规则、营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和改革系统集成
上的互学互鉴，携手在制度集成创新
上取得突破。二要加强发展空间衔
接，结合建设“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
展格局，把湛江打造成战略对接的重
要连接点和支撑点，把广州南沙、深
圳前海、珠海横琴等平台打造成制度

创新联动的有力支撑，把沿海经济带
西翼打造成联动发展的重要纽带，推
动形成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
区与海南自由贸易港联动发展的科
学布局。三要加强产业和市场合作
对接，深化热带农业、会展经济、生物
医药、数字经济、海洋产业等产业和
科技创新合作，携手开拓内需市场，
构建统筹内外的贸易、投资、生产、服
务网络，共享互用重大开放平台，共
同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共同参与国
内国际双循环。四要以琼州海峡港
航一体化为牵引，加强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构建高效畅通的现代化立体交
通网络。五要强化合作机制创新，深
化多层次交流交往，推动城市间对接
合作，更好促进两省战略对接、联动
发展。

刘赐贵对广东省党政代表团的
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广东长期以来
给予海南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
感谢。他表示，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
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在国家战

略和发展中地位举足轻重。近年来，
广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
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抢抓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重大历史机
遇，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斐然，在实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两个重
要窗口”的征程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当前，海南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
和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把制度集成创
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确保自贸港正确方向，坚持新发
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
生态优先、努力建设生态环境世界领
先的自贸港，坚持“管得住”才能“放
得开”原则、坚决防范重大风险，确保
干一件成一件，高质量高标准推进海
南自贸港建设。建设海南自由贸易
港和粤港澳大湾区、深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同为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
重大国家战略。海南将深入贯彻落

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各项要求，促进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
发展，健全交流机制，提升合作水平，
借鉴学习广东的先进经验，对标学习
广州、深圳等地成功做法，创一流营
商环境，全面对接、逐项落实琼粤合
作各项工作措施，以加快推进琼州海
峡港航一体化和琼州海峡经济带建
设为纽带，全面深化两省战略合作，
共享共赢重大历史发展机遇。

座谈会上，马兴瑞、沈晓明分别
介绍了广东、海南两省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并代表双方签署了《海南省人
民政府 广东省人民政府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和《海南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
人民政府加快推进琼州海峡港航一
体化框架协议》。

广东省领导王伟中、张硕辅、林
克庆、张福海、张新，中国南方航空集
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须伦，海南省领
导李军、毛超峰、何忠友、童道驰、肖
莺子、刘星泰、孙大海、沈丹阳参加有
关活动。

广东省党政代表团来海南考察交流

共享共赢海南自贸港和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重大战略机遇
李希刘赐贵讲话 马兴瑞沈晓明介绍省情并签约 王伟中李军参加有关活动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王雪梅 王小玲）海南日报
记者9月11日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
以来，国内外投资者抢抓机遇投资海
南，全省新增市场主体数量实现大幅
增长。6月1日至9月8日，三个多月

来，海南新增市场主体超过8.9万户，
平均日增市场主体超过890户，其中
企 业 超 过 4.8 万 户 ，同 比 增 长
222.04%。

统计数字显示，今年6月，全省新
增市场主体超 2.33 万户，同比增长
52.33%。7月，全省新增市场主体超

2.53万户，同比增长36.66%。8月，全
省新增市场主体2.7万余户，其中企
业1.47万余户，同比增长250.76%。

今年前8个月，全省新增企业同
比增长75.26%，增速居全国第一位。
截至8月底，全省市场主体超过105.7
万户， 下转A03版▶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海南市场主体快速增多

三个月新增企业同比增长222.04%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傅人意 通讯员潘志
勇 实习生杨韫颖）产业扶贫加快推进、就业扶贫提质
增效、社会扶贫全面铺开，确保我省今年全面打赢脱贫
攻坚收官战。9月1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扶贫办获
悉，今年前8月，全省有建档立卡贫困户5.14万户、
19.04万人实现扩种增养，扩种农作物面积15.2万亩，
增养数量达966.91万头（只、羽、尾）。

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年，年初爆发的新冠
肺炎疫情给脱贫攻坚增加新难度。我省各市县认真贯
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挥部的决策
部署，抓好各项帮扶政策措施落实，确保脱贫攻坚各项
工作稳步推进。

产业扶贫加快推进。我省出台农作物种植奖补政
策，召开全省“扩种养、促务工、增收入”现场推进会，各
市县相应出台增养项目实施方案，以“公司+农户”等
合作方式促进生猪等养殖产业复养增养。建立扶贫产
业联络员制度，目前全省带贫主体达1622个，设有产
业扶贫联络员1121名。截至8月底，全省共安排扶贫
项目3904个，已开工3820个，开工率97.85%；项目安
排资金 41.43 亿元，已支出 28.95 亿元，支出进度
69.88%。进一步加强贫困群众发展产业贷款需求保
障工作，截至8月底，全省扶贫小额信贷新增贷款
6558户，金额1.77亿元。

就业扶贫提质增效。通过在全省部署开展“组织
贫困劳动力积极务工专项行动”，推动就地就近就业、
劳务输出、重点项目就业招聘、职业技能培训等政策措
施落实地见效。截至8月底，全省共有贫困户外出务
工27.06万人。 下转A03版▶

前8月我省逾19万名
建档立卡贫困群众扩种增养
扩种面积达15.2万亩

本报讯（记者罗霞）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商务厅获
悉，该厅近日印发《海南省商贸领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推动全省商贸领域全面
落实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
工作，确保商贸领域生活垃圾分类任务目标落到实处。

《方案》指出，海口市、三亚市、三沙市、儋州市商贸
领域自今年10月1日起，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到
2022年全面达到省生活垃圾分类要求；其他市、县商
贸领域自今年起，开展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活动，到
2021年市、县商务主管部门和有条件的商贸企业推行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2年所辖范围内商务领域全
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到2025年，全省商贸领域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我省商务部门将推进全省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
规划编制；做好再生资源经营者回收管理，不定期提供
高附加值及低附加值的可回收物种类名录，可回收物
收运企业、场所名录，确保分类后的可回收物得到有效
回收；确保在工作目标规定的时间节点，全省商务部门
和商贸企业生活垃圾强制分类覆盖率达100%。

此外，我省将引导商场、购物中心、超市、农贸市场、
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展“推广使用菜篮子、布袋子”宣传活
动，指导餐饮服务企业开展绿色餐饮和可循环利用物品
的宣传推广，倡导净菜和洁净农副产品进城，引导餐饮
服务等经营单位不主动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用品。

我省推进商贸领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海口三亚三沙儋州商贸领域
下月起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

9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今年6月
全省新增市场主体

超2.33万户
同比增长52.33%

7月
全省新增市场主体

超2.53万户
同比增长36.66%

8月
全省新增市场主体

2.7万余户
其中企业 1.47万余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