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共5个部分
总体要求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开年招商忙招商忙

本报三亚2月21日电 （记者周月
光 通讯员林诗婷）“这两天还有好几
批客商要来洽谈，大家赶紧回去做好
功课，按照刚才拟定的方案做好对接。”
2月19日19时30分，三亚中央商务区管
理局招商服务处负责人陈佳以这句话结
束了大家一天的工作。

春节假期刚刚结束，全国不少投资
客商就纷纷预约了来三亚中央商务区洽
谈投资落户事宜。

“我们开年就进入了‘战斗’状态。
昨天接待8批投资客商，今天接待了6批

投资客商。有些是第一次来三亚中央商
务区考察，有些是之前已洽谈多次的，今
天直接来三亚落户。”陈佳说，招商服务
处3名工作人员从早到晚忙得像打仗一
样，且工作计划表上还有100多批投资
客商等着接待。

当天上午，陈佳接待了两位来自东北
的投资客商。一位客商从事矿业经营，计
划把贸易服务等业务落到三亚；一位客商
从事粮食贸易，想在三亚开展国际贸易业
务。接待完这两位客商后，陈佳又接洽了
一家律师事务所，共商立体化招商渠道事

宜。上午11时，陈佳还接待了一位来自
北京的11家科技企业联盟代表，就有关
投资具体合作事宜，与客商谈判到12时
40分。招商服务处的另外两名工作人
员，一位上午带来自贵州的两名投资客商
到中央商务区考察两块地，另一位则与陈
佳一起参加与客商的谈判，并协助一位投
资者办理企业注册落户等事宜。

13时，3个人吃过午饭，顾不上休
息，参加中央商务区管理局组织的海南
自贸港政策考试。15时，招商服务处又
接待了两批客商。一批客商来自上海，

是一家从事家电研发、销售等业务的公
司代表，另一批客商则来自深圳的一家
文化传播公司，接待完两批投资客商，已
经超过18时。

虽然已经到下班时间，但招商服务
处丝毫没有“打烊”的意思。陈佳说，随
着园区招商工作的深入推进，部门从最
初的简单接待企业升级为座谈直至商务
谈判。“加班是常态，同时需要我们不断
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才能
真正做好招商工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亚中央商务区：

开年就进入“战斗”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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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野生兰科
植物资源极为丰富

空谷幽兰香自远

海南古籍中的
传世兰花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中共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中
国共产党历史》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
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关于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文稿40篇。其中
部分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中国共产党历史发
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顾我们党团

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深
入总结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理论成
果、积累的宝贵经验、铸就的伟大精神，深
刻阐明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为
解决人类问题提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这
些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
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同志《论中国
共产党历史》的出版发行，对于广大干部

群众学好党的历史，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记者胡璐 于文静）
21世纪以来第18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
件21日由新华社受权发布。

这份文件题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全文共5
个部分，包括：总体要求、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大
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
领导。

文件指出，“十四五”时期，是乘势而上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民族要复兴，乡村
必振兴。党中央认为，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依
然极端重要，须臾不可放松，务必抓紧抓实。要坚
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
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文件确定，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重要位置，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
生态、组织振兴，充分发挥农业产品供给、生态屏
障、文化传承等功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
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形成工农互
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
乡关系，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
富裕富足。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全文见A03版）
（相关报道见A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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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20日上
午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
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在社会
各界特别是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
反响。

大家一致表示，要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的要求，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百
年华诞。

正当其时的精神洗礼

“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
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
交汇的关键节点，在全党集中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此时在
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对于甘肃兰州市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
念馆馆长袁志学来说，感触尤为深刻。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也是我们
纪念馆建馆40周年。”袁志学说，在建

党百年的特殊时间节点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对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有着重
要意义。“我们将立足本职工作，做好
红色历史的研究员，红色文化的传播
员，红色家园的守护员，让更多人了解
党史、学习党史。”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历史交汇点上，特别是在朝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道路上，艰难险阻
不可避免。”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刘
付春认为， 下转A02版▶

从历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意义重大、鼓舞人心

习近平同志《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出版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文稿40

篇，其中部分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

2月21日，由中咨集团代建的G15沈海高速公路海口段，工人在加紧施工。G15沈海高速公路海口段是G15沈
海高速、G75兰海高速在海南的“最后一公里”，路线全长13.727公里。 本报记者 袁琛 摄沈海高速海口段加快建设

习近平同志《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主要篇目介绍
（A02版）

“4·13”以来

全省累计签约引进
36所国内外知名高校

本报海口2月21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刘晓惠）海南日报记者从2
月21日在海口召开的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获悉，2020年，国际教育创新岛
建设实现重大突破，各级各类教育质量得到重大提升，全省新增义务教育学
校38所（含改扩建），新增学位3.4万个。

据了解，2020年，在学前教育方面，举全省之力促进“两个比例”（公办
园就读幼儿比例达到50%、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提高到80%）由2019年的
24.5%和64.1%提高到2020年的53.31%和86.62%，实现历史性突破；在职
业教育方面，持续推进中高职“3+2”连读等6个改革项目，完成招生2.3万
人；在高等教育方面，围绕自贸港建设需要，优化学科专业设置，积极构建

“1+2+X”布局体系，同时大力做好学生就业服务，高校毕业生留琼就业率
达到50.02%。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海南国际教育创新岛政策体系日益完善，项目
引领积厚成势，制度创新有效释放发展活力。据统计，“4·13”以来，全省累计
签约引进36所国内外知名高校、51所国内外知名中小学校落地办学，累计签
约教育项目110个，累计开工项目400个，总投资近300亿元。

据悉，2021年，全省教育系统将主动对标国家战略和海南自贸港建设
需要，构建高质量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推进职业教育贯通融通发展，推进高
等教育提质创新发展，推动巩固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持
续增强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

本报洋浦2月21日电 （记者林书
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2月20日下午，洋
浦经济开发区工委主要负责人带领交
通运输、规划、航运、环保等相关职能
部门负责人来到海口，上门拜访海南
港航控股有限公司，当面倾听回应企
业的诉求。

这是洋浦工委主要负责人在节后
上班的 3 天里，走访的第二家区内企
业。其间还召开了招商工作会议，部
署今年的招商工作任务。

港航控股是洋浦的龙头企业之

一。2020年，港航控股克服疫情的影
响，采取多种措施，促使洋浦国际集装
箱码头业务逆势上涨。今年集装箱吞
吐量上涨依然迅猛，截至2月17日，已
累计完成箱量 10.8 万个标准箱，同比
增长78.3%。

“小铲滩起步工程危险品处置场已
经交工验收，恳请交通局提前发放危
险货物作业证；恳请协调洋浦发控加
快推动解决小铲滩码头土地权属问题
……”港航控股业务运营部总经理陈力
提出了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

洋浦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针对上
述的问题和诉求，一一予以解答。“各
部门要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主动上门
服务，第一时间解决企业的访求，有些
问题需要上级主管部门解决的，要及
时协调。”洋浦工委书记周军平说，政
府部门就是要围绕企业的需求提供精
准化、保姆式的服务，当好企业发展

“助攻手”。
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先行区示

范区，洋浦始终把企业的冷暖放在心
上。2月18日，节后上班第一天，洋浦

工委管委会主要负责人就已带领相关
职能部门负责人到海南炼化调研并召
开座谈会，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
况和存在困难，研究推动解难题。

2月19日下午，节后上班第二天，
洋浦召开2021年度招商工作会议，提
出将围绕“政策压力测试”和“做大经
济流量”两大核心任务，率先落实自贸
港政策，确保各项自贸港政策首单业
务迅速落地并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加
快将洋浦保税港区建成自贸港的“样
板间”，为洋浦拼出一个崭新未来。

洋浦工委管委会：

当好企业发展“助攻手”节后服务忙服务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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