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文化艺术学校“迎建党百年华诞”专题培训班开班

培养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
本报金江3月 18日电 （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薛胜辉）3月18日，2021年海
南省文化艺术学校“迎建党百年华诞”专
题培训班在澄迈开班，该校全体党员及
各科室主要负责人50余人参加了培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从3月18日持续
至20日，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等多种
教学模式相结合的方式，教学内容包括
《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初心、使命的变
迁与启示》《让23年红旗不倒精神在自贸

港建设中焕发新生》等专题教学，观看电
影《大火种》，学员们也将走进澄迈县高
山朗村，重走红军路、重温入党誓词，并
前往海南解放公园、冯白驹故居开展现
场教学。

据悉，本次培训旨在进一步引导党
员干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
水平高超的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

➡ 省文化艺术学校“迎建党百年华诞”培训班在海南解放公园开展现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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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扩大）学习会指出

扎实做好党史学习教育
为人大工作凝聚强大力量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 （记者尤梦瑜 实习
生伍英姿）3月18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在海口召开，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和全省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精
神，并开展党史知识专题讲座。

省委党校专家以“百年潮起共读史、砥砺奋进
新征程”为题，在会上作专题讲座，以“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为轴线，从强化理
论武装、坚定理想信念、赓续精神血脉、务求知行
合一等四个方面，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
的光荣传统、创新理论和实践要求。

会议指出，省人大各级党组织要认真按照中
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扎实抓好学习教育各项工
作，注重创新学习方式，努力把党史学习和依法履
职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与高质量完成人大各项工
作任务结合起来，与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
坚实的法治支撑结合起来，把“为群众办实事”体
现到人大履职成效中，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

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何
西庆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胡光
辉，党组成员、副主任陆志远、关进平，党组成员、
秘书长林泽锋参加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
耀红列席会议。

我省召开森林防灭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全面部署森林防灭火工作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孙慧 实习生焦

晴）3月18日，在全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召开后，海南省森林防灭火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在海口召开。会议指出清明节临近，我省
气温升高，全省森林防火压力加大，各市县必须全
面落实森林火灾各项防控措施，全力维护海南生
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十四五”开
好局、起好步创造良好安全环境。

会议指出，3月1日起全省已进入森林高火险
期，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清明节、劳动节、消博会等
会议、节庆陆续到来，全省各市县和有关部门要充
分认清形势，增强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的使命感
和紧迫感，严格落实森林火灾防控领导责任、部门
责任、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切实做到山有人看、林
有人护、火有人灭、责有人担。

会议要求强化火灾源头管控，全面排查整治
隐患，严控祭祀用火、野外农事用火，郊游吸烟，做
好输配电线路和铁路沿线火灾隐患排查，全面整
治森林火灾隐患，要做好火情监测预警，及时发布
火险预警信息，尽快修订完善森林火灾应急预
案。各级森林扑火队要进入临战状态，开展安全
技能培训，配齐扑火设备物资，做好应急准备。

副省长刘平治参加会议并讲话。

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办实事办实事 开新局开新局

本报讯 连日来，我省各单位陆
续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省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大会暨省委党史学习教育
领导小组第一次（扩大）会议精神。
党员干部纷纷表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党的创
新理论引领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实践，在党史学习
教育中感悟思想伟力，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走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发展之路。

省生态环境厅
3月18日，省生态环境厅召开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对生态环境系
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动员部
署。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明确目
标，高质量高标准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要统筹推进，扎实有效抓好党史
学习教育。要严格落实《海南省生态
环境厅党史学习教育实施方案》，坚
持网上与网下相结合，推动形成该厅
党史学习教育浓厚氛围。创新方式
方法，保质保量全面完成“规定性动
作”，适时推动具有生态环境系统自
身特点的党史学习教育的“自选动
作”，促进学习教育往深往实走。分
层分类做好监督指导，扩大学习教育
成果，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开创新
时代海南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新局面、
助推海南自由贸易港和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海南）建设的强大动力。

省大数据管理局
3月17日下午，省大数据管理局

党委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会议强调，要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深刻
感悟党的理论成果和思想伟力，坚持

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针对省级重点项目，
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中碰到的“堵
点”“难点”问题，以加快数据共享、优
化服务为重点，瞄准“零跑动”，建立
完善“网上办”“掌上办”“全省通办”

“一件事一次办”等一系列为群众办
实事的任务事项，引导党员把党史学
习教育的成效转化成为群众办实事
的具体行动。要紧盯主业主责，以支
持政府数字化转型，优化营商环境为
着力点，统筹规划、总体谋划，加快重
点信息化项目建设，完善信息化基础
设施，健全数据服务体系，全面加强
数字政府、效能政府支撑能力。

省税务局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

局专门召开会议，对全省税务系统深
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动员部

署。会议要求，全省各级税务局党组
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准确把握、认真
落实中央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目标要求和各项任务，结合税务部门
实际，切实抓好组织实施，做到规定
动作不漏项、不变形、不走样，自选动
作切实情、扣实际、求实效。各级党
建部门要早计划、早安排，全面铺开
学习教育工作。要在规定动作上下
功夫，在自选动作上有创新，紧扣实
际营造浓厚学史氛围，切实提高学习
质量和效果。要大力发扬孺子牛、拓
荒牛、老黄牛精神，坚持学干结合，推
动各项税收工作再上台阶，更好地服
务纳税人缴费人，加快建设海南自贸
港新税务，为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贡献税务力量。

海南农垦
3月 18日，海南省农垦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在海口举行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会议表示，各级党组
织要通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引导
垦区广大党员干部以史为镜、以史
明志，进一步把初心使命变成锐意
进取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的原动
力，全力开创海南农垦跨越式发展
的新局面。各级党组织要高质量、
高标准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并在
学习过程中，紧紧围绕海南自贸港
建设大局来思考和谋划海南农垦的
改革发展，周密部署海垦集团“十四
五”工作，凝聚起加快推进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海南农垦改革发
展的磅礴力量。各企业党组织要把
党员干部在学习教育中激发出来的
工作热情、奋斗精神转化为攻坚克
难、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助推海南
自贸港建设。

（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我省各单位积极部署党史学习教育

加强党史学习 发扬实干精神

本报那大3月18日电（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李珂）3月14日晚，在
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儋州市第一中学
多媒体教室，儋州市教育部门举办全
市思政课教师党史学习教育集体备
课会，全市350多名思政课教师、分
管思政教学的校长，共同学习研讨百
年党史走进课堂的重大意义、路径方
法、教学方式，共同备好党史思政

课。这是海南日报记者3月18日从
儋州市有关部门获悉的。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
师。百年党史走进课堂，儋州市学校
的全体思政课教师率先行动，共同备
好党史课，大力推进党史教育进思政
课堂。真正把党史学习教育全面融入
学校思政课教学，不断增强思政课的
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引

导全市青少年学生听党话、永远跟党
走，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
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重点
围绕青少年学生为什么要学党史、如
何上好学校党史思政课做专题辅导，
部分思政课教师就如何针对不同学
段的学生，设定课程目标，完善教学
内容，丰富教学手段，真正上好党史思
政课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交流。努力打

造立体生动、入脑入心、学生喜爱的党
史教育思政课堂，把党史思政课讲得
更有亲和力、感染力，更有针对性、实
效性，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培养
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近日，儋州市教育部门部署党史
学习教育，各校长（园长）作为党史学
习教育第一责任人，规定动作坚决落
实到位，自选动作体现教育特色，紧

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把党
史学习教育与办好学校思政课、上好

“大思政课”紧密结合，引导广大师生
立志听党话、跟党走，让红色基因、革
命薪火代代传承；与师德师风建设、
师德师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紧
密结合；与推进教育评价改革紧密结
合，坚持知行合一，在教育领域解决
一批群众关心关注的民生实事。

儋州350多名思政课教师共同备党史课

百年党史走进课堂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罗
霞 苏庆明 陈雪怡 王培琳）近日，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
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正式成为首届
消博会全球战略合作伙伴。这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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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会上获悉的。

据了解，举办消博会是服务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是畅通
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抓
手。四家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将发挥
自身资源和渠道优势，为全球参展
商、采购商提供高效优质的一站式
金融服务。

消博会确定四家全球战略合作伙伴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罗霞 陈雪怡 苏

庆明）3月18日举行的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倒
计时50天暨吉祥物发布会介绍，首届中国国际消
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会）境内外宣传推广工
作已全面启动。消博会上，消博会公益宣传大使、
淘宝知名主播薇娅将设立直播间，开展直播带货
活动，给消博会带来更立体的参会体验。

目前，境内外媒体对消博会日益关注，进行全

方位跟踪报道。3月1日，消博会组委会在首都机
场投放消博会高立柱广告；3月4日，组委会在央
视1套和新闻频道的《新闻30分》投放15秒消博
会广告，提升了消博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为扩大展会溢出效应，海南正谋划建设全球消
费精品中心项目，为国内外消费精品提供常年展示
交易平台，满足全球参展商需求，实现在海南自贸
港“买全球、卖全球”，打造永不落幕的“消博会”。

主播薇娅将在消博会上设立直播间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罗
霞 苏庆明 陈雪怡）首届中国国际消
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会）配套活
动丰富多样，主题论坛、新品首发首秀
等系列活动将一一举行，上百款新品
将在消博会上发布。这是海南日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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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的。

据了解，首届消博会除将举办开
幕式外，还将举办大会主题论坛——
全球消费创新暨免税与旅游零售大
会，围绕“新消费、新平台、新机遇”主
题，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头部企业和品

牌负责人致辞或演讲，共同探讨如何
利用海南自贸港和消博会平台，为全
球消费创新、免税及旅游零售行业发
展，促进境外消费回流和国内消费升
级创造新机遇。

展会期间，一系列新品首发首秀
活动将举行。瑞士斯沃琪，法国欧莱

雅，日本资生堂，美国的泰佩思琦、强
生、戴尔科技，英国的戴比尔斯、费伯
奇珠宝，比利时皇家沃尔弗斯珠宝，新
西兰高培，泰国美妆蜜丝婷等品牌将
在消博会期间发布上百款新品，涵盖
服饰箱包、美妆用品、食品酒饮、珠宝
钻石等20余个品类。

全国各省区市也将举办本地精品
发布活动，如云南省将举办消费精品
老字号推介会，福建省将举办闽货精
品推介会，西藏自治区将举办“地球第
三极”品牌推介会，山东省将举办新产
品、新平台发布会，广东省将举办“粤
贸全国”推介会等。

消博会将举办系列配套活动

国际品牌上百款新品将发布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省第十届书法篆刻
作品展开幕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记者昂颖）3月18日，
海南省第十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在海南省博物馆开
幕。本届书法篆刻展览共展出入展作品176件，邀
请作品62件，囊括篆、隶、楷、行、草等诸书体。

此次展览作品形式多样、竞相争辉，将中国传
统优秀文化书法艺术展现得淋漓尽致。展览作品
既有长期流传的古人名作和当代人创作的诗文，也
有一部分书法家自己创作的诗词。从书写形式上
看，有条屏、中堂、对联、长卷，也有用隔水的方式组
合成幅的作品；从风格上看，有的狂放，有的静雅，
有的端庄，有的飘逸，展示出不同的审美特征。

据介绍，近年来，海南书法界以创作优秀作
品为中心任务，在艺术创作、学术研究、志愿服
务各方面都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同时，海南书
法界还广泛开展群众性书法活动，持续举办市县
书法联展、“到人民中去”文艺志愿服务以及书
法公益培训。

此次展览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联、省书协
共同主办。展期将持续到3月24日，期间将向公
众免费开放。

◀上接A01版
近期，全国各地采购商和高端消费者报名数

量激增。商务部正邀请111家全国重点联系零售
企业到会采购；全国各省区市正积极组建地方交
易团、组织专业采购商参会洽谈；各类商协会积极
组织会员企业到会采购；中免集团、王府井集团、
华润万象城、银泰集团、太古集团、中粮大悦城、大
商集团、老佛爷等境内外免税经营企业、高端零售
商贸企业、大型实体商超、商业地产企业、头部电
商和奢侈品电商将组团参会，并举办形式多样的
采购对接活动。

国际展区参展品牌超1000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