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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2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探月工
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

程成果展览，充分肯定探月工程特别是嫦娥五号任务取得的
成就。他强调，要弘扬探月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勇
攀科技高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

新征程，不断推进中国航天事业创新发展，为人类和平利用太
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出席活动。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气氛喜庆热烈。上午10时许，习近平

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步入会场，向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挥手致
意，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习近平同孙家栋、栾恩杰等亲
切交流，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观月球样品和
探月工程成果展览，听取有关月球样品、工程建设、技术转化、
科学成果、国际合作和后续发展等方面的介绍。习近平不时
驻足察看，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习近平强调，嫦娥五号任务的圆满成功，标志着探月
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圆满收官，是发挥新型举国
体制优势攻坚克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是航天强国建
设征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对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17 年来，参与探月工程研制建设的全体人
员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
探月精神，不断攀登新的科技高峰，可喜可贺、令人欣慰。
探索浩瀚宇宙是人类的共同梦想，要推动实施好探月工程
四期，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要继续发挥新
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大自主创新工作力度，统筹谋划，再接
再厉，推动中国航天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创新
发展，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为增进人类福祉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丁薛祥、刘鹤、张又侠、陈希、黄坤明、王勇、肖捷出席上述
活动。

探月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及联络员，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
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任务保障部门代表等参加会见。

实施探月工程是党中央把握我国经济科技发展大势
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工程自立项以来圆满完成六次探
测任务。嫦娥五号任务作为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
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于2020年 12月 17日首次实现我国
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为未来我国开展月球和行星探测奠
定了坚实基础。

习近平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
展览时强调

勇攀科技高峰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活动

2月22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
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这是习近平等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
展览。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本报海口2月22日讯（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2月22日，省委
书记、省级总林长沈晓明主持召开省
级林长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对海南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制
度集成创新，积极探索完善森林资源保
护发展长效机制，守护好海南得天独厚
的生态环境。

省长、省级总林长冯飞出席并讲

话。李军等省级副总林长出席会
议。国家林草局广州专员办专员关
进敏到会指导。

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
的意见》，听取全省林长制工作开展
情况汇报，审议通过《海南省2021年
林长制工作要点》。省级林长制办公
室部分成员单位作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全面推行林长制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民

族永续、国家发展、民生福祉的战略
高度，就加强林草资源管理保护作出
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要始终心怀

“国之大者”，深刻认识全面推行林长
制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扎
实做好林长制各项工作。

会议强调，要加强省级统筹组
织，省级林长要定期开展巡林，研究

解决重点难点突出问题；省林业局要
履行好省级林长制办公室职责，完善
并落实好《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实
施意见》；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扛起
主体责任，坚持分区施策，因地制宜、
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保护发展森林
资源；各部门要建立联动机制，强化
协调配合，共同推进林长制落实。

会议要求，要强化制度集成创
新，建立林长制考核制度，健全森林
资源保护发展相关机制，探索“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现路径，完
善社会参与和监督机制，营造全社会
爱绿护绿植绿的浓厚氛围，实现在保
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挂牌督办
案件和森林督查违法图斑整改工作，
坚持“一案一策”，制定整改方案，建
立约谈和问责制度，坚决杜绝表面整
改、虚假整改，做到立即改、彻底改；
要加强基层执法队伍建设，强化人员
培训，提高执法办案水平。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级林长会议时强调

压紧压实各方责任 强化制度集成创新
守护好海南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冯飞李军出席

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
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李国利 邓孟）据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执行中国空间站天和核
心舱发射任务的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已完成出
厂前所有研制工作，于2月22日安全运抵文昌航天
发射场。

之后，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将与先期已运抵
的天和核心舱一起按计划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
工作。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工程各大系统正
在有序开展各项任务准备。

■ 本报记者 袁宇 通讯员 闫路恺

2 月 22 日，在海南自贸港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内，
国际创新药械交流转换中心项目
工地上各种设备联动作业，数百
名工人同步开展外立面幕墙、屋
面铺装、室内装饰等施工，一座
钢结构大型展馆雏形已现。

“项目开工短短 3个月，就已
经取得重大进展。”海南发展控
股置业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蒙钟获说，项目即将启动水电、
绿化、排雨排污等室外施工，预
计 3月就能建成投用。

去年9月，该项目通过乐城先
行区“零审批”程序成功申领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零审批’，我

们此前从没接触过，好在有人全
程服务。”海南发展控股置业集团
有限公司报建专员龙蛟记得，在
乐城先行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帮助
指导下，“点击提交键，许可证当
场‘出炉’。以前申报类似许可最
快都要58个工作日。”

龙蛟所说的“ 零审批 ”，是
《海南自由贸易港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制度集成创新
改革方案》出台后，园区为加速
项目落地推出的有力举措。好

政策如何真正惠及企业？乐城
先行区管理局靠的是一群专业
的企业联络员。

郑惠文就是企业联络员之
一。“通过‘零审批’服务，项目建
设无需通过管理局审批，由建设
单位自行组织技术审查并电子化
备案，国际创新药械交流转换中心
项目是首个‘零审批’落地项目，企
业也是首次接触，我们不仅要

‘教’，更要‘帮’。”郑惠文说。
下转A02版▶

乐城先行区为项目配备企业联络员

全程服务边教边帮 项目落地更快更好
争创一流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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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嫦娥五号任务的圆满成功，标志着探月
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圆满收官，是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难取得的又
一重大成就，是航天强国建设征程中的重
要里程碑，对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 17年来，参与探月工程研制建设的全体
人员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
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不断攀登新的科
技高峰，可喜可贺、令人欣慰。探索浩瀚宇
宙是人类的共同梦想，要推动实施好探月
工程四期，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
征程

■ 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大自
主创新工作力度，统筹谋划，再接再厉，推
动中国航天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
创新发展，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为增进人类
福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2月22日晚同吉尔吉斯斯
坦总统扎帕罗夫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吉建交29年来，
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
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双方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坚定支
持，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在国际
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中方真诚希
望吉尔吉斯斯坦实现稳定发展，支持
吉尔吉斯斯坦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
道路，支持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维护国
家独立、主权、安全。中方愿同吉方一

道，把握两国关系发展大势，推动中吉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中国正在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
开放，这将为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
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发展机遇。中
吉要推动两国务实合作持续稳定发
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
贸、互联互通、农业等领域合作，确保
重大合作项目顺利推进。中方鼓励
中国企业赴吉投资兴业，欢迎吉尔吉
斯斯坦扩大优质农产品等对华出
口。双方要加强安全合作，维护好两

国及本地区安全和稳定。中方愿为
吉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支持，深
化疫苗等领域合作。

扎帕罗夫表示，吉方感谢中方为吉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宝贵帮助并真诚支
持吉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是吉
方永远可以信赖的好邻居、好朋友、好
伙伴。吉方坚定支持中方在涉港、涉
疆、涉台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
立场，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吉方欢
迎中国企业赴吉投资，愿同中方共同努
力，推进铁路等大项目合作，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 下转A02版▶

习近平分别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埃及总统通电话

我省发放16万张离岛免税消费券

“800万元”助你买买买
本报海口2月22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肖亚

梅 符丹丹 徐应诗）海南日报记者2月22日从省大数
据管理局获悉，为进一步活跃海南离岛免税市场，促进
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码上办事”平台从22日开始发放
总价值800万元的16万张离岛免税消费券，消费者领
券后可直接在线下购买离岛免税商品时使用。

本次活动由省商务厅联合三亚国际免税城、三
亚凤凰机场免税店、海口市内免税店、海口美兰机
场免税店、博鳌市内免税店等5家免税店共同推出，
在“码上办事”平台发放价值800万元的零门槛50
元消费券共计16万张，可用于购买香水化妆品、食
品百货、服装服饰、皮具箱包、手表首饰等各类免税
商品。 下转A02版▶

针对离岛免税购物旅客
反映提货慢等问题

海南加快推进
系列措施优化
购物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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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三家航企
暂停波音777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