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是体现海南元素，海南长臂猿是海南独有的世界上最珍稀
的灵长类动物。

二是凸显精品定位，海南长臂猿数量全球仅有30余只，代表
着“珍稀”，与消博会消费精品定位十分契合。

三是突出生态保护，消博会将突出绿色消费和绿色办展的理念。

为何选海南长臂猿作吉祥物

吉祥物名字“元宵”有何寓意

一是“元”与“猿”、“宵”与“消”谐音，意为“海南长臂猿（元）欢
迎您参加消（宵）博会”。

二是简单好记，又突出喜庆之意。元宵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代
表着热烈、喜庆和团圆，既烘托出消博会喜庆的氛围，也象征着全
球头部品牌和全国各省区市精品集聚消博会的团圆盛况。

文字整理/陈雪怡 罗霞 苏庆明

关注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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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2020年12月30日，正是岁末年初、辞旧
迎新之际，中南海里依然政务繁忙。

当天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在即将跨越
2020年的重要时间节点，全面总结回顾全面深
化改革这场历时7年多的伟大变革。

“我们7年多来的全面深化改革成就，都在
这里了，沉甸甸的！”举起手中2万余字的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总结评估报
告，习近平总书记感慨地说。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

深化改革的号角。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
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
取得决定性成果的目标任务。

7年多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指挥
下，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冲破思想
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许多领
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

七载奋斗，九万里风鹏正举；
百年追梦，快马加鞭未下鞍！
又是春潮拍岸时。当年一笔一画勾勒的改

革蓝图，已化作大潮涌动、千帆竞发，云卷云舒、
峰峦莽苍的壮美画卷。

这是一场思想理论的深刻变革

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40多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

次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
大创造。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引领的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将这场伟大觉
醒引向更高境界。

时间回到2012年金秋。
在国内外关注的目光中，中共中央领导集体

完成新老交替，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此时的中国，再次来到了事关前途命运的历

史关口。虽然已经高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经
济长期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深层次矛
盾不断积聚，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

更重要的是，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已经不仅
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必须在更多领域、更深层

次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改不改、如何改？按部就班还是激流勇

进？头痛医头还是系统全面？直面问题还是绕
道而行？一道道不得不回答的时代课题，摆在
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面前。

12月，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赴地方考察调
研，直奔南海之滨的改革开放前沿广东。

地处深圳市中心的莲花山公园，改革开放
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铜像屹立山顶。习近
平总书记来到这里，缓步向前，向邓小平铜像敬
献花篮，仔细整理缎带，带领大家三鞠躬。

“我们来瞻仰邓小平铜像，就是要表明我们
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
台阶。”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说。

当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唤醒
了中国沉睡的力量，让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
代前进步伐。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这场关系
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的伟大革
命，将改革开放事业引向更加壮阔的航程。

也正是这次广东之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两个重要论断。

其一，是“关键一招”论。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
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
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
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关键一招、活力之源、重要法宝、必由之路……
这些形象生动、精辟深刻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
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定位和重大意义，将改革之于
国家、于民族的意义阐释得淋漓尽致，凝聚起全党
全国要改革、盼改革的强烈呼声和磅礴力量。

其二，是“正确道路”论。习近平总书记语
重心长地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
立场、有原则的。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
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
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
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
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关键就在

于我们始终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对
于全面深化改革正确道路的重要论述，澄清了
许多认识误区、把准了前进方向，保障了全面深
化改革事业始终走得正、行得稳。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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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那大3月 18日电（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3月18日，省委书
记沈晓明赴儋州调研党史学习教育和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抓
好党史学习教育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学党史、办实事，兴文化、求实效，为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文
化支撑。

沈晓明先后到儋州市歃血结盟纪念
园和那大镇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
室，听取琼崖革命史和歃血结盟事迹介

绍，了解儋州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他强调，要从党史题材中汲取文艺创作
营养，深入挖掘琼崖革命故事，推出一批
聚焦党史、反映时代、植根本土的文艺作
品；要坚持学干结合，创新“自选动作”，
谋划推动一批改革开放举措，办实办好
一批老百姓欢迎的民生实事。

沈晓明还先后到儋州市体育中心、融
媒体中心、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儋州市第一
中学、儋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大成
镇小岭村和新风村等地，实地察看公共文
化体育设施建设、宣传思想文化建设、学

校思政课建设等工作。他要求，要加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系统梳理研究苏
东坡文化，传承发展乡村特色文化，凝聚
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巩
固拓展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要准确
把握新时代加强学校思政课建设的任务
和要求，发挥好思政课教师主力军作用，
调动其他课程教师积极性，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到各个学科，推动“课程思
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为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培养合格接班人。

肖莺子、孙大海参加调研。

沈晓明在儋州调研时强调

学党史办实事 兴文化求实效
为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文化支撑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李磊）3
月18日下午，省长冯飞主持召开省政府
专题会议，研究高新技术产业“十四五”
发展规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会议听取了关于高新技术产业“十
四五”发展规划编制情况的汇报，与会厅
局、市县、园区、企业负责人和专家代表
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交流。

冯飞指出，在高新技术产业“十四

五”发展规划编制过程中，要明确高新技
术产业的作用和定位，在创新驱动上下功
夫，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政府导向
作用，聚焦重点领域，弥补市场机制不足，
把握技术发展脉搏。坚持规划引领，按照
区域主体功能定位，优化重点产业空间布
局。充分考虑环境目标和社会目标，与碳
达峰、碳中和等各项工作充分衔接。

冯飞要求，要围绕高新技术领域编

制规划，凸显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体系中
的地位和作用。要推进梯次递进的产业
发展格局，不断形成经济新增长点。要结
合我省“十四五”规划纲要，聚焦产业发展
重点、突出产业特色。要谋划打造与自贸
港建设相适应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形成
相互关联的产业链。要着力创建低碳生
态园区，强化各类企业要素保障。

沈丹阳、王路、倪强出席会议。

冯飞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时指出

打造与自贸港建设相适应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傅人意）海南菠萝火了！海南日报记者3月18
日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全省50万吨菠萝开始大规模上市，且销售行情较好，价
格持续走高。传统的巴厘菠萝品种收购价高达2元/斤，金钻凤梨、“甜蜜蜜”等
新品种收购价达到5元/斤—6元/斤，每日销售出岛约1000吨。

菠萝是一种热带水果，海南是中国种植菠萝的优势产区，目前全省共种植菠
萝约25万亩，有传统的巴厘菠萝品种和近年引进的金钻凤梨、“甜蜜蜜”等凤梨新
品种，总产量常年稳定在50万吨，产值超过15亿元。海南菠萝在万宁、琼海、海
口、文昌、定安、昌江、澄迈、临高等市县，均有种植。

图为3月17日，位于临高县的海南热带水果知名品牌“天地人”凤梨种植基
地，工人在采收凤梨。 本报记者 袁琛 摄（深度报道见A05版）

海南菠萝
“出圈”

深读·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苏庆
明 罗霞 陈雪怡）3月18日，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会）倒计
时50天暨吉祥物发布会在海南迎宾馆
举行，介绍消博会筹备最新情况，发布
吉祥物“元宵”。

首届消博会由商务部和海南省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今年5月7日至

10日在海口举行，是全国首个以消费精
品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消博会吉祥物“元宵”是以海南独
有珍稀动物海南长臂猿为原型设计
的卡通形象，由一公一母两只海南
长臂猿组成，体现海南元素，凸现精
品定位，突出绿色消费和绿色办展
理念。

下一步，消博会组委会将在各方的
支持下，高水平、高标准、高要求抓好各
项筹备工作，确保提供最优质服务，实
现最好的参展成效，让首届消博会取得
圆满成功。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沈丹阳出席
活动，宣布首届消博会倒计时50天，并
为吉祥物揭幕。

消博会发布吉祥物“元宵”
倒计时50天启动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孙慧 实
习生焦晴）3月1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香
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获悉，近期该机
构科研团队在《动物学研究》杂志上刊发
了海南又发现两栖类新物种的文章。该
文章称在海南岛的俄贤岭、鹦哥岭、尖峰
岭等地区发现新物种——海南小姬蛙
（Micryletta immaculata），属于两栖
纲无尾目姬蛙科小姬蛙属。

海南小姬蛙体型很小，雄蛙约23毫
米至 25毫米，雌蛙约 28毫米至 30毫
米；它与同属其他物种最大的区别在于
其身体背面和体侧并没有深色斑纹或条
纹。从外表形态上看，海南小姬蛙的背
部颜色主要为褐色，与枯枝树叶颜色相
似，有利于它隐藏于自然环境中。

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高级自然保育
主任杨剑焕介绍，科研团队采集标本，结
合形态学及分子生物学证据分析，确认
这种小姬蛙是海南岛特有新种。除了在
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科研团队还在保护
区以外的低海拔适宜生境中找到海南小
姬蛙的身影。这些在保护区外的海南小
姬蛙种群正面临着橡胶地和果园发展所
带来的栖息地丧失和污染等问题。因
此，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物
种红色名录濒危等级和标准，科研团队
认为海南小姬蛙应属易危物种。

根据文献资料统计显示，包括近期
刚发现的海南小姬蛙在内，海南岛目前
有确切记录的两栖动物达43种，其中
14种为海南岛特有，占两栖动物总数

的32.6%。杨剑焕认为，这显示出海南
岛两栖动物的特有性极高，在物种保护
和研究上具有非常特殊和重要的意
义。 （更多报道见A04版）

特有新物种:海南小姬蛙来了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罗霞
陈雪怡 苏庆明）海南日报记者3月18日
从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倒计时50天
暨吉祥物发布会上获悉，首届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会）招展工
作已结束，一大批国际知名企业将参展。

首届消博会聚焦“高、新、优、特”国
际国内消费精品，规划展览总面积8万
平方米。其中，国际展区6万平方米，国
内展区2万平方米。

在国际展区，参展企业超过 600
家，参展品牌超过1000个，汇集各类高

端消费精品。其中，腕表展品包括江诗
丹顿、名仕、伯爵、格拉苏蒂、浪琴、天梭
等；香化展品包括欧莱雅、兰蔻、阿玛
尼、资生堂银座、花王EST等；珠宝钻石
展品包括戴比尔斯永恒印记、宝诗龙、
麒麟、宝曼兰朵、费伯奇、KGK等；汽车
展品包括捷豹、路虎、特斯拉、兰博基
尼、奔驰、劳斯莱斯等；游艇展品包括德
国汉斯游艇、美国弗温斯游艇、法国西
尔瓦摩托艇等；消费电子展品包括戴
尔、松下、欧姆龙、傲胜、戴森、任天堂、
佳能、尼康等；酒类展品包括轩尼诗、马

爹利、路易十三、人头马君度、麦卡伦
等；食品保健品展品包括西班牙5J火
腿、雀巢、澳佳宝等。

在国内展区，全国31个省区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厦门、大连2个计
划单列市积极组织本地消费精品参
展。截至目前，确定的参展企业超过
600家，包括华为、格力、比亚迪、OP-
PO、VIVO、同仁堂、景泰蓝、海康等一
大批国内消费精品和中华老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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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消博会招展工作结束

国际展区参展品牌超10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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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物“元宵”。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邱肖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