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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10月
16日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将发
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全国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

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
显著优势， 下转A02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新华社广州10月15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
央战略部署，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
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真抓实
干、奋发进取，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
推进改革开放，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形成
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抓好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等
方面展现新的更大作为，努力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

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
金秋时节，南粤大地，一派生机勃

勃。10月12日至13日，习近平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和
省长马兴瑞陪同下，先后来到潮州、汕
头等地，深入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
街区、企业等，就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深化改革开
放、谋划“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等
进行调研。

12日下午，习近平来到潮州市考
察。位于潮州古城东门外的广济桥始建

于南宋年间，横跨韩江两岸，风格独特，
集梁桥、浮桥、拱桥于一体，被誉为“世界
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习近平沿桥步
行，察看桥亭、浮桥，眺望韩江两岸风貌，
了解桥梁历史文化特色，听取广济桥修
复保护情况介绍。习近平强调，广济桥
历史上几经重建和修缮，凝聚了不同时
期劳动人民的匠心和智慧，具有重要的
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是潮州历史文化
的重要标志。要珍惜和保护好这份宝贵
的历史文化遗产，不能搞过度修缮、过度
开发，尽可能保留历史原貌。要抓好韩

江流域综合治理，让韩江秀水长清。
随后，习近平步行穿过广济桥畔的

广济门，沿石阶登上广济楼。在楼上展
厅里，习近平察看潮州非遗文化作品，
观看非遗项目传承人代表的现场制作
演示，并同他们亲切交流，了解潮州传
统技艺传承情况。习近平指出，潮州文
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岭南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
脉。以潮绣、潮瓷、潮雕、潮塑、潮剧和
工夫茶、潮州菜等为代表的潮州非物质
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要加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
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
迷人的光彩。

习近平来到二层檐廊，举目远眺，韩
江水阔，长桥卧波。在听取广济楼历史
和古城修复保护情况汇报后，习近平强
调，包括广济桥、广济楼在内的潮州古城
比较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实属难得，弥足
珍贵。在改造老城、开发新城过程中，要
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存，延续城市文
脉，使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

牌坊街是潮州市的文化地标之一，

23座古牌坊连接起51条古街巷。习近平
沿街步行，了解潮州市修复保护历史文化
街区、打造优秀传统文化集结地等情况，
并走进街边商铺，同店员、顾客热情交
谈，向他们询问复商复市怎么样、生产生
活还有什么困难等。习近平指出，当前
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
社会正常秩序基本恢复，但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压力还很大。要继续严格执行各
项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为最终战胜疫
情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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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

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 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记者王
玉洁）10月15日下午，2020年全国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海南省系
列活动暨2020年“创响中国”海南站
活动在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
园启动。省长沈晓明出席启动仪式
并宣布活动启动。

活动周主题为“创新引领就业、
创业带动就业”，启动仪式通过视频
连线北京主会场、举办论坛及科技
成果展等环节展示创客风采。未来
一周，我省将开展海南自贸港人才
招聘会、科技成果路演推介会、女性
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进一步整合
全省优质创业资源，吸引更多创客
投身海南自贸港建设。

副省长王路在启动仪式上致辞
时说，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坚持创新
发展和就业优先战略，实施更加积
极的创业创新政策，不断拓宽创业
创新渠道，积极引导社会各界进行
创新活动，进一步激发全省经济发
展内在动力。本次活动对更好地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培
育壮大新动能、推动我省创新创业
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为海南
自贸港建设贡献创新力量。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不断鼓励
和支持创客创业，2019年我省国家
大学科技园、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众创空间等载体服务创业团队780
家，在孵企业数量3488家，创业团
队和企业带动就业总人数近2万人。

倪强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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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 15日讯（记者
彭青林）10月15日上午，省委书记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
会议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会，原原本本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交流学习心得体
会，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刘赐贵强
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并与学习贯彻习总书记关于海
南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指示
精神结合起来，把落脚点放在践行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
区精神上来，高质量高标准推进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刘赐贵结合在深圳经济特区建
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主会场现场聆
听习总书记讲话的情况谈了学习体
会。省委常委和部分现职省级领导
也结合分工，分别谈了学习体会。
会议指出，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总
揽大势、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
丰富、催人奋进，全面总结了深圳经
济特区40年来的五大历史性跨越，
深刻揭示了经济特区40年改革开

放、创新发展积累的十条宝贵经
验，对深圳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提出了
六项明确要求，对新时期深圳等经
济特区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对海
南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全
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
进一步抓好学习，紧密结合学习贯
彻习总书记关于海南的系列重要
讲话和重要批示指示精神，以实际
行动体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会议就抓好学习贯彻落实提出
了八点要求。一是落实到海南自贸
港建设这一重大国家战略上来。以
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责任感，加快落
实早期安排、争取早期收获，时刻绷
紧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根弦，推动自
贸港各项政策积极稳妥实施，坚持发
展第一要务，以“四个超常规”努力完
成年度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确保
海南自贸港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二是落实到坚定不移贯彻新发
展理念上来。要坚持创新引领，不
走老路弯路、闯出一条新路，把全面

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之路走实
走稳，充分做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的文章。要按照省
委、省政府统一部署，紧密衔接海南
自贸港建设阶段目标任务，做好“十
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深化省域“多
规合一”改革，在“全省一盘棋、全岛
同城化”中找准各部门、各市县定
位，坚持招商引资“优中选优”和“项
目进园区”；在严格遵守总体规划的
前提下编制各专项规划，确保各项
规划高度统一。 下转A03版▶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把学习贯彻的落脚点放在践行特区精神上
高质量高标准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10月12日至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广东考察。这是12日下午，习近平在潮州古
城牌坊街考察时，向群众挥手致意。 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10月12日至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广东考察。这是13日下午，习近平在汕头市小公园开埠区汕
头开埠文化陈列馆考察，了解汕头开埠历史、经济特区发展成就及下一步发展规划情况。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本报海口10月15日讯（记者况
昌勋）10月15日下午，省长沈晓明主
持召开座谈会，就海南省“十四五”教
育现代化规划编制听取专家和教育
工作者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学分会
副理事长黄崴、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副校长吴忠魁、中国传媒大学
传媒高等教育国际联盟秘书长罗
青、海南省农业学校校长张毅生、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教育局局长傅永
东、北师大海口附属学校校长王宏、
iSchool微城未来学校校长秦建云
等先后发言，就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加强教育工作者培养、推进基础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创新高等教育体
系等提出了建议。

沈晓明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
要求有关部门深入研究吸收。他指
出，教育事关海南长远发展、事关自
贸港建设，要全力以赴办好教育，认

真编制好“十四五”教育现代化规
划。推动海南“十四五”教育发展，
最大的背景是自贸港建设，既要充
分用好自贸港政策，也要为自贸港
服务；既要办好教育事业，又要发展
好教育产业；既要扩大教育资源总
量，又要提高质量； 下转A03版▶

沈晓明主持召开教育现代化规划座谈会时要求

办好具有海南特色的教育 培养自贸港建设需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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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庆祝大会并在广东考察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