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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潮州10月13日电（记者
李宣良、黎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3日到
海军陆战队视察。他强调，海军陆战
队是两栖精锐作战力量，在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海洋
权益、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方面肩负着
重要职责。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
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把
握海军陆战队建设管理和作战运用
特点规律，加快推进转型建设，加快
提升作战能力，努力锻造一支合成多
能、快速反应、全域运用的精兵劲旅。

秋日的潮汕大地山水相衬，风景
秀丽。上午10时40分许，习近平来
到海军陆战队机关。在热烈的掌声
中，习近平亲切接见海军陆战队旅以
上部队主官和机关处长以上领导干
部，同大家合影留念。

海军陆战队是2017年根据党中
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的决策部署调整组建的。习近平
通过展板了解海军陆战队基本情
况。随后，习近平观看了反映部队建
设情况的多媒体片，并通过视频察看
相关任务分队专项训练情况。习近平
对海军陆战队调整组建以来建设发
展和完成任务情况给予充分肯定。

习近平在听取汇报后发表重要讲
话。他强调，要强化海军陆战队建设
战略设计，同我国发展战略、安全战
略、军事战略需求相适应，同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战略安排相适应，同全军联

合作战体系建设和海军转型建设要求
相适应，把海军陆战队建设的目标、方
向、路径、重点搞清楚，明确路线图、施
工图。要加强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
究，探索走开中国特色海军陆战队建
设路子。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编制
工作正在加紧进行，要立足当前、着眼
长远，认真研究解决突出矛盾和现实
需求，通盘谋划好海军陆战队建设。

习近平指出，要把全部心思和精
力放在备战打仗上，保持高度戒备状
态。海军陆战队遂行任务多样，能力
要求多元，要坚持以战领训，强化任
务牵引，加强针对性、对抗性训练，
从难从严摔打和锻炼部队。要推动
作战理论、训练模式、任务编组等方
面创新，提高训练水平和实战能
力。要加强所属作战力量、作战单
元、作战要素融合集成，加强同其他
军兵种部队协同配合，理顺相关指
挥关系、保障关系，深度融入联合作
战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党对军队绝
对领导，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狠
抓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确
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
靠。要弘扬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
因，打造海军陆战队的特色兵种文
化，培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
精神，把部队带得虎虎生威。要严格
部队教育管理，保持部队高度集中统
一和安全稳定。要创新思路举措，做
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锻造过硬基

层。要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
内部关系，满腔热忱为官兵办实事、
解难事、做好事，把广大官兵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充分激发出来。
习近平最后强调，当前疫情防控

形势仍有不确定性，要毫不放松抓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多措并举推进各项
工作，把部队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许其亮等参加活动。

习近平在视察海军陆战队时强调

加快推进转型建设 加快提升作战能力
努力锻造一支合成多能快速反应全域运用的精兵劲旅

李军与支部成员集体学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时表示

学深悟透精髓要义
知行合一提升本领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金昌波）10月13日，
省委副书记李军参加他所在的省委政策研究室综合研
究处党支部学习活动，与支部党员们一起，集体学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会上，综合研究处党支部书记介绍了支部学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及近期工作情况；支部成
员逐一发言，畅谈学习体会，纷纷表示要通过深入学
习，不断补钙壮骨，锻炼过硬的政治能力，以优质的调
查研究、文稿服务工作，在建设海南自贸港中走在前
列、争做表率。

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李军充分肯定了支部今年
以来的工作，并结合工作实际交流了学习心得。他说，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充分反映党的十九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
砺前行伟大实践的最新教材，也是指导我们提升思维
水平，提高攻坚克难、化解矛盾、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
经典教材。

李军表示，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理解学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对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重大意义。
二是要善于学习，学深悟透第三卷的精髓要义，从中学
出坚定的人民立场、干事的高超本领和自我革命精神，
并将之娴熟运用于自贸港建设、脱贫攻坚等伟大事
业。三是要知行合一，努力用第三卷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到对职责的高标准坚守、更好
发挥决策参谋和智囊作用、提升自身综合素质能力、培
育严谨细致工作作风上来，以过硬本领和优良作风履
职尽责、展现作为、不辱使命。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罗
霞 周晓梦 傅人意）10月13日上午，
海南自由贸易港第三批重点项目集
中签约活动在海口举行，共签约46
个重点项目，总投资额超170亿元。
省长沈晓明证签并致辞。

沈晓明在致辞中指出，今年是海
南自贸港建设开局之年，省委、省政
府决定从6月份开始，逢单月的13
日举办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逢双
月的13日举办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活

动，集中推介海南自贸港政策和早期
安排，这是海南与全世界投资者共商
合作大计、共享自由贸易港发展新机
遇的重要活动。自由贸易港是当今
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海南建
设自贸港为全世界有识之士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商机和沃土。我们愿意
同大家深入交流自贸港各项具体政
策，共享海南自贸港红利，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以最优质的服务让广大
企业家和投资者在海南这片乐土上

有事做、有钱赚。希望大家共同努
力推动签约项目早日落地、建设运
营，更多地宣传推介海南自贸港，共
创企业有收益、地方有发展的美好
未来。

此次签约的重点项目包括外资项
目9个、内资项目37个，涵盖自由贸易
港建设、产业发展、民生公共服务等领
域。其中，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等知名央企
与省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同

时，特斯拉等一批重点外资企业落户
海南。

活动中，海南向与会嘉宾展示了
自贸港建设招商项目早期收获，多国
驻华大使等通过视频方式表达了对
海南自贸港发展的信心和与海南合
作的强烈意愿。

海南自贸港招商引资项目库和
资源库在本次签约活动中上线，依
托海南自贸港招商引才网平台，整
合全省招商资源，全方位展示全省

和各市县、各园区最新的商务动态、
产业政策、招商项目和投资资源等
信息。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唐复平，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周强，匈牙利驻华大使
馆公使霍瓦实，省领导毛超峰、何
忠友、童道驰、孙大海、刘平治、沈
丹阳，省政府秘书长倪强出席活
动。

（相关报道见A02、A04版）

海南自由贸易港第三批集中签约46个重点项目
沈晓明证签并致辞

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更大奇迹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经济特区发展纪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A12版）

10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海军陆战队。这是习近平在听取汇报后发
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况
昌勋）10月13日下午，省长沈晓明主
持召开七届省政府第59次常务会
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核
心要义，研究部署全省政府系统贯彻
落实七届省委常委会第172次（扩
大）会议精神等有关工作。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
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增强做好信访
工作的政治责任感。要准确把握当
前海南信访形势，高质量高标准开展
好集中治理重复信访、化解信访积案
三年攻坚专项工作。要进一步提升

基层现代化信访治理水平，研究完善
省领导接访工作机制，及时回应群众
诉求和反映的问题，提高信访工作实
效，发挥好信访作为社情民意晴雨表
的作用。

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关于第四季度工作的部署要求，
凝心聚力，突出重点，千方百计争取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毫不松懈抓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扎实推进海南
自贸港建设，做好“三农”工作，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制，编制好“十四五”规划，强化
民生保障。

会议研究部署了防御台风“浪
卡”工作，要求思想上要引起高度重
视，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心理，从最坏
处打算，做最充分准备，全力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行动上要责任落
实到位，根据应急预案明确工作职
责，一级管一级、一级抓一级，加强点
对点指挥，确保上下联动。策略上
要突出防御重点，紧盯重点领域行
业和地区，加强隐患排查。整体上
要强化协调配合，以细而又细的工
作态度，确保不发生大面积停水、停
电、停气、停网等影响人民群众生活

的事件，不发生重大地质灾害等次
生灾害，不发生人员伤亡等重大安
全生产事故。

会议审议了《海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若干
政策（试行）》《海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废止<海南省第二轮土地承包若
干规定>等三个省政府规章的决定》
等文件。

沈晓明主持召开七届省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时要求

凝心聚力千方百计争取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 本报评论员

10月13日，海南自由贸易港第三批
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活动顺利举行，46个
重点项目成功落户海南，“海南自贸港招
商引资项目库资源库”同时上线。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磁场效应”日益显
现，海内外参与海南发展、共享时代机遇
的信心更加坚定。

当前，海南正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讲话及指示批示
精神为指导，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全面
落实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的发展要求，加快推进一系列新政策、好
政策落地实施，不断释放改革红利；奋发
有为创一流营商环境，不断降低制度性
交易成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持续保护生态环境，以更为优质的政策
环境、营商环境、生态环境汇聚新海南吸
引力，以最好的资源吸引最好的投资者，
助推项目集聚、产业培育、人才荟萃。今
日之海南政策更优、环境更好、方向更
明、路径更清，日益成为中外投资者青睐
的机遇之岛、筑梦之地。

项目是助推发展的坚实基础，是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此次签
约的46个重点项目，既有内资项目，又有
外资项目，紧紧围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
和高新技术产业等海南三大主导产业，必
将为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培育新的增长点，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
项目的集聚不仅是多个项目的相加，在良
好的产业政策指引下的项目集聚还能够发
挥“1+1＞2”的“化学反应”，对海南构筑更
加完善、更有益于创新发展的产业生态发
挥积极影响。我们相信，随着落户海南的
项目日益增多，项目为海南带来的发展动
能将不仅以加法计算，而是会更多体现为
项目集聚助力海南高质量发展的“乘数效
应”。参与海南发展的各类市场主体也将感受到海南改
革发展的机遇叠加和红利倍增，在海南迈入高质量发展
的快车道。

新项目提供新动能、塑造新气象。把新项目转化
为海南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需要各市县、各部门
切实增强创一流营商环境的意识和能力，务实解决
问题，做好服务保障，以最大诚意、最大努力、最优服
务为企业合法经营遮风挡雨、为项目投产见效保驾
护航。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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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记者孙
慧 郭萃 通讯员符晓虹 李凡）海南
日报记者10月13日从省气象台了
解到，今年第16号台风“浪卡”（强热
带风暴级）已于19时20分前后在琼
海市博鳌镇沿海登陆。“浪卡”携风带
雨来袭，省防汛防风防旱总指挥部将
防汛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各市
县部署落实防御台风措施。

预计“浪卡”中心将以每小时20公
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先后将

穿过本岛琼海、定安、屯昌、琼中和儋州
等市县，强度逐渐减弱，于14日凌晨进
入北部湾海面，趋向越南北部沿海。

13日夜间～14日，海南省陆地和
海区仍有强风雨天气。15日前后或将

有新的台风进入南海，并于15日～20
日给海南岛带来持续性降雨天气。

受“浪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
计13日夜间～14日白天，海南岛东
部、中部和南部地区有暴雨、局地大

暴雨，北部和西部地区有大到暴雨、
局地大暴雨。

据了解，10月12日，我省召开全
省防风工作会议，强调以毫不松懈的
态度坚决做好防御“浪卡”工作。当

天，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派出工作
组赴我省协助开展防汛防台风工作。
12日～13日，全省各部门、各市县落
实防御台风措施。 下转A02版▶

（相关报道见A03版）

我省全力以赴防御“浪卡”
台风“浪卡”已于昨晚登陆琼海博鳌，我省今仍有强风雨

（A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