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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黄玥 王子铭

“要以马不离鞍、缰不松手的定
力，以反复抓、抓反复的韧劲，以钉钉
子精神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
细则、整治‘四风’、落实为基层减负
的各项规定”。

2020 年岁末，北京中南海，一
年一度的党内最高层级民主生活会
召开。

会议再次聚焦作风建设，审议了
《关于2020年中央政治局贯彻执行
中央八项规定情况的报告》和《关于
持续解决形式主义问题深化拓展基
层减负工作情况的报告》。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
重要讲话，对中央政治局在作风方面
继续努力，为全党带好头、作示范提

出要求，再次彰显出党的中央领导集
体加强自身建设的高度政治自觉。

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中华
民族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极不寻
常的一年。

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复杂
变化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用
行动发号令，以身教作示范，锲而不
舍抓作风建设，凝聚起攻坚克难、拼
搏奋进的磅礴力量。

人民至上，大战大考
彰显作风本色

2020年，这一幕场景令国人印
象至深——

“你们都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

我看不到你们完整的面容，但你们是
我心目中最可爱的人！”3月10日，武
汉火神山医院指挥中心，习近平总书
记同正在病区工作的医务人员代表
视频连线。

“作为医生，你们体现了救死扶
伤、大爱无疆的精神，作为党员，你
们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
作为军人，你们体现了召之即来、来
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军人本色。我
感谢你们！”

语气铿锵，令人动容。
在武汉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医院、走访社区、主持召开电视电
话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给前方将
士、给武汉人民、给全国人民以极大
鼓舞。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极不平

凡之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作风
更显过硬、形象愈加闪亮。

连续21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
署，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以巨大
政治勇气作出关闭离汉离鄂通道的
决策，因时因势制定重大战略策略；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亲赴北京、
武汉等地指挥抗疫……

面对这场百年不遇的重大疫情，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以非常之举应
对非常之事，展现出人民领袖的深厚
情怀和大国领航者的非凡判断力、决
策力、行动力。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
挺身而出、舍生忘死、英勇奋战，凝聚

起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的领

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
政治保证的通知》，强调要“做到哪里
任务险重哪里就有党组织坚强有力
的工作、哪里就有党员当先锋作表
率”；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要求把在
抗疫一线发展党员作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我是党员我先上”“疫情不退我
不退”“请组织把我派到最危险的地
方”……誓言铿锵，丹心闪耀，960多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460多万个基
层党组织筑起坚实堡垒，2.5万多名
优秀分子在火线上宣誓入党，鲜红的
党旗高高飘扬在抗击疫情第一线。

“老白，你今年多大了？”“66
岁。” 下转A04版▶

以优良作风书写非凡答卷
——2020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作风建设纪实

奋进自贸港辉煌

毛万春到三沙
调研基层协商民主工作

本报永兴岛1月13日电（记者刘操）1月11日至
13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到三沙市，围绕“完善上
下联动机制，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试点工作情况开
展调研。

在永兴社区、赵述社区，调研组一行通过实地考
察、听取介绍、交流座谈等方式，了解三沙推进基层协
商民主建设试点工作开展情况。毛万春与社区“两委”
干部、社区渔民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岛上居民生产生活
情况，以及对社区工作和基层协商民主工作的意见和
建议。在永兴社区基层协商民主议事室，毛万春实地
查看了场所建设和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建设情况，听取
工作情况汇报。

座谈会上，毛万春充分肯定了三沙市开展的“完善
上下联动机制，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试点工作。他
指出，开展试点工作是海南省政协系统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
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海南政协实际作出的一
项重要部署。要着力在服务群众、常态长效和工作实
效上下功夫，夯实岛礁基层协商民主的根基，要把工作
做细、做实，聚焦岛礁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和实
际困难，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
实、更有保障。协商议题内容要来自基层、来自群众，要
深入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和诉求，倾听群众呼声，反映
群众愿望，着力凝聚共识，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省政
协将积极助推三沙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建设试点工作。

海南“十三五”建设发展辉煌成就
第三场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

经济结构调整成效凸显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陈雪怡）1月13日，海

南“十三五”建设发展辉煌成就系列之第三场新闻发布
会在海口举行，主题是“经济结构调整成效凸显”，通报
了“十三五”期间海南经济运行整体情况和投资、消费、
外贸、外资具体情况。

以数据为主、文字为辅，省统计局、省发改委、省商
务厅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主要介绍地区生产总值
（GDP）、投资、消费、外贸等主要经济指标较快增长，
产业结构、投资结构等发生明显变化，项目批次集中开
工、集中签约成为促进投资新抓手，离岛免税购物、电
子商务形成消费增长新热点，实际利用外资连续三年
翻番等方面情况。

“十三五”期间海南经济运行亮点颇多：经济总量
迈上新台阶，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快速增长；产业结构持
续优化，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提速；投资结构调整成效明
显，非房地产投资大幅增加；成功走出房地产调控阵痛
期，自贸港元年开局良好；经济新动能不断培育，经济
增长动能有效转换。

其中，2018年，海南主动实施最严厉的房地产调
控政策，与此同时不断加强新产业的培育，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释放自贸港建设红利，成功走出了
房地产调控的阵痛期。2020年前三季度，房地产投资
占比从“十二五”末的50%以上调整到40%以下；GDP
增速略快于全国0.4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恢复增
长，增速快于全国7.6个百分点。

本报海口 1月 13日讯（记者马
珂 通讯员陈建洪）1月13日，海南省
新闻办召开春节期间海南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海南日报记者从
发布会上获悉，当前，境外疫情仍在肆
虐蔓延，国内多地发生零星散发病例
和局部聚集性疫情，加之即将到来的
春节假期，人流量增大，聚集活动増多，

疫情传播风险加大，疫情防控形势日
趋严峻，为持续巩固我省来之不易的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确保
我省度过欢乐祥和、平安健康的节日，
省疾控中心专家组给出十一点建议。

一、当前境外疫情严重，个人出境
旅行感染风险高。建议个人充分权衡
出行时机和必要性，避免非必要的跨

境旅行。根据我省防控政策，入境人
员严格实行“14+7+7”健康管理措施，
即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后，对符合
解除隔离条件的人员继续实施7天居
家健康观察，期满自费进行1次核酸检
测；健康观察期满核酸检测阴性者，继
续实施7天日常健康监测，期满再自
费进行1次核酸检测。下转A02版▶

省疾控中心专家组就春节期间如何防疫提出十一点建议

提倡全省民众在省内过年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金
昌波）1月13日，全省各地举行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2021年第一批
集中开工仪式。受省委书记沈晓明，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冯飞委托，省委
副书记李军出席海口主会场活动并
宣布项目开工。

近年来，海南坚持将项目作为推

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自贸区
（港）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抓手。本次
集中开工项目共139个，总投资超
419亿元，涵盖了产业发展、“五网”
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民生公共服务等
领域。其中，投资10亿元以上项目
10个，共投资197.77亿元，约占全部
项目投资的48%；产业发展项目33

个，投资共160亿元，约占全部项目
投资的38%，项目质量明显提升。三
年来，我省累计集中开工项目达
1468个，总投资6299亿元。

副省长王路在讲话中对项目集
中开工表示热烈祝贺，并就下一步工
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坚持“项目
为王”，以项目为载体全面落实自贸

港各项政策，推动“十四五”开好局、
起好步；二是要坚持高质量发展，为
优化投资结构、高质量高标准推进自
贸港建设打下坚实基础；三是要坚持
创一流营商环境，千方百计服务好项
目建设，确保项目早日投产、产生效
益。

海口市政府、海南美亚铜业科技

有限公司、海口国家高新区发展控股
有限公司等分别围绕高质量高标准
推进项目建设作了发言。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何忠
友，省委常委、秘书长孙大海参加海
口主会场活动。省委常委、三亚市委
书记周红波参加三亚分会场活动。
副省长王斌主持开工活动。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2021年第一批集中开工

集中开工项目139个总投资419亿元
李军宣布开工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罗霞 王培琳

1月 13日，海口国家高新区美
安科技新城内，数台挖掘机一字排
开火热动工。当天，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项目2021年度第一批集中
开工活动主会场仪式在此举行。
全省集中开工项目共139个，总投

资超 419 亿元，2021 年计划投资
135亿元。

自去年 6月份开始，我省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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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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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海南正以

“项目为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
“链式发展”吸引产业集聚集群，以
“三服务”机制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以
更大的热忱敞开怀抱，邀请来自全世
界的有识之士来到这片热土，共觅商
机、共创美好未来。

“项目为王”
推动海南经济高质量发展

“千帆竞渡，中流击水，方显自贸
港企业拼搏精神。我们将秉承高质
量、高标准，为电缆行业、海南经济发
展贡献更大力量！”当天，寒风凛冽，

作为项目建设代表的海南美亚铜业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谢昭辉在开工
仪式现场发言时热情澎湃地说道。

海南美亚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联
合中国电线电缆行业知名企业无锡
江南电缆有限公司、上海缆慧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海南美亚铜业
科技有限公司， 下转A02版▶

乘势而上开新局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今年首批集中开工活动观察

本次全省集中开工项目共 139个
总投资超419亿元

2021年计划投资 135亿元

解除海上大风四级预警
省气象局
继续发布寒冷三级预警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记者习霁鸿）海南省气象
局1月13日10时解除海上大风四级预警，16时50分
继续发布寒冷三级预警：受强冷空气影响，海南岛仍将
持续低温天气过程，预计13日夜间，琼中、五指山、白
沙、屯昌、澄迈5个市县的部分乡镇的最低气温仍在
7℃及以下，海口、定安、临高、儋州、昌江、乐东、保亭、
文昌、琼海9个市县的部分乡镇的最低气温在10℃及
以下。战严寒 施工忙

1月13日，俯瞰海口五源河体育
馆项目。目前，该项目钢屋盖吊装已
完成95%，计划本月底吊装完成，室
内装修、训练馆及外裙房结构施工正
同步进行。

该项目计划今年底竣工，总建筑
面积为7.82万平方米，最多可同时容
纳1.8万人到场观赛。建成后，海口
将有更好的条件举办大型篮球、羽毛
球等球类赛事以及拳击等竞技类赛
事，联合已建成的体育场，形成五源河
片区体育赛事中心，不断丰富海口市
民的文体生活。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南自贸港建设蓬勃展开
迈好第一步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见到新气象

境外入琼人员严格实行“14+7+7”健康管理措施

通过多种途径鼓励企业员工就地过年

低风险地区来琼人员应自我观察14天

个人家庭聚集最好能够控制在10人以下

不举行军坡、公期等大型聚集性活动

红白喜事活动人数应控制规模，超50人要报备

产业发展项目33个

“五网”基础设施提质升级项目64个

民生公共服务项目42个

北部，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10℃～12℃，最高气温21℃～23℃

中部，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9℃～11℃，最高气温20℃～22℃

东部，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11℃～13℃，最高气温20℃～22℃

西部，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10℃～12℃，最高气温22℃～24℃

南部，晴间多云

最低气温12℃～14℃，最高气温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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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项目类型上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