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2018年1月至2021年3月17日

全省共打掉涉黑涉恶犯罪团伙314个
涉黑犯罪组织52个
涉恶犯罪集团72个
涉恶犯罪团伙190个

其中

过去3年，我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战果丰硕

端掉涉黑涉恶犯罪团伙314个

公开曝光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典型案例12批
通报问题27个
曝光35人

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
889件92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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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福州3月25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要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
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
改革开放，推动科技创新，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加
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取得更大进
步，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
大作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上迈出更大步伐，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
实现更大突破，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

仲春时节，八闽大地一派勃勃生
机。3月22日至25日，习近平在福建省
委书记尹力、省长王宁陪同下，先后来到
南平、三明、福州等地，深入国家公园、生
态茶园、文物保护单位、医院、农村、企
业、学校等，就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推动“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统筹

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
进行调研。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首批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之一。22日下午，习近平来到公
园智慧管理中心，察看智慧管理平台运
行情况。该中心综合运用智能化技术，实
现了对公园“天地空”全方位、全天候监测
管理，提升了生态保护能力。习近平对
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在福建工作期
间就推动了长汀水土流失治理、木兰溪
防洪工程等重大生态保护工程，并于
2000年推动福建率先在全国探索生态
省建设。经过长期努力，福建生态文明
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习近平指出，建
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目的就是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
共同体的理念，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
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要坚持生
态保护第一，统筹保护和发展，有序推进
生态移民，适度发展生态旅游，实现生态
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

武夷山是乌龙茶、红茶的发源地。
习近平来到星村镇燕子窠生态茶园，察
看春茶长势，了解当地茶产业发展情
况。习近平强调，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
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坚持绿色发展
方向，强化品牌意识，优化营销流通环
境，打牢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要深入
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让广大科技特派
员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

离开茶园，习近平乘竹筏沿九曲溪
察看生态环境保护情况和自然景观。
在九曲溪畔的朱熹园，习近平详细了解
朱熹生平及理学研究等情况。他指出，
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要把坚持马克思
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
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

近年来，三明医改以药品耗材治理
改革为突破口，坚持医药、医保、医疗改

革联动，为全国医改探索了宝贵经验。
2016年2月，习近平主持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听取了三明医改情
况汇报，要求总结推广改革经验。23日
上午，习近平来到三明市沙县总医院，
在住院楼一层大厅听取医改情况介绍，
向医护人员、患者了解医改惠民情况。
习近平强调，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重要标志。三明医改体现了人民
至上、敢为人先，其经验值得各地因地
制宜借鉴。要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均衡布局优质医疗资源，改善基
层基础设施条件，为人民健康提供可靠
保障。

福建发扬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时提出
的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精神，下大气力抓
摆脱贫困。经过30多年努力，福建全省
同全国一道，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23
日下午，习近平来到革命老区村——沙
县夏茂镇俞邦村，在小吃摊边、特产店
里、村民家门前，同乡亲们亲切交谈，详

细了解沙县小吃发展现状和前景。习近平
指出，沙县人走南闯北，把沙县小吃打造
成了富民特色产业。乡村要振兴，因地制
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要抓住机遇、开
阔眼界，适应市场需求，继续探索创新，在
创造美好生活新征程上再领风骚。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推动开展了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试行“分山到户、均林
到人”，实现“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
在沙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习近平听取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介绍，向办事群众和
工作人员了解集体林地经营权流转交
易、不动产登记等情况。习近平指出，三
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探索很有意义，要
坚持正确改革方向，尊重群众首创精神，
积极稳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创新，探索
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力争实现
新的突破。

习近平24日在福州考察调研。在
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领导实施了福州市

“3820”工程，勾画跨世纪福州现代化建

设宏伟蓝图。在福山郊野公园，习近平
乘坐电瓶车实地了解郊野福道风貌，他
登上观景平台，远眺福州新貌，听取城市
生态公园规划建设、城市水系综合治理
情况汇报。市民们看到总书记来了，争
相围拢过来。习近平指出，建设好管理
好一座城市，要把菜篮子、人居环境、城市
空间等工作放到重要位置切实抓好。福
州是有福之州，生态条件得天独厚，希望继
续把这座海滨城市、山水城市建设得更加
美好，更好造福人民群众。

福州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保留了
唐宋遗留下来的坊巷格局和大量明清古
建筑。早在1991年，习近平在福州工作
期间就召开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推动
制定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和
保护规划，有力促进了城市历史文化传
承保护工作。习近平听取福州古厝和三
坊七巷保护修复等情况介绍，步行察看
南后街、郎官巷，参观严复故居，向游客
和市民频频招手致意。 下转A02版▶

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时强调

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

3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福建考察。这是22日下午，习近平在南平武夷山市星
村镇燕子窠生态茶园，同科技特派员、茶农亲切交流，了解当地茶产业发展情况。 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3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福建考察。这是23日上午，习近平在三明沙县总医院
住院楼一层大厅，同医护人员、患者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李磊）
3月 25日，省长冯飞主持召开两场省
政府专题会议，分别研究我省“十四
五”旅游发展专项规划纲要编制及11
个自贸港重点园区平台发展建设等
工作。

冯飞指出，“十四五”旅游发展专项
规划纲要要立足自贸港建设、国际以及

国内三个视角，加快推进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建设，提升核心竞争力，体现海南特
色，突出高质量发展主题，对照《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进一步细化指
标，深挖功能定位，凝练一批具有标志性
和影响力的项目。

冯飞要求，要系统梳理自贸港重点
园区平台目标定位，理顺领导体制、管理

体制、开发运营体制和责任体系，结合我
省“十四五”规划纲要谋划各园区平台发
展规划，强化各类要素保障，突出打造产
业集群和产业生态，创新人才激励政策，
鼓励改革创新，完善考核动态调整机制，
建立“月报、季调、半年评估、年度考核”
制度。

苻彩香、沈丹阳、倪强参加会议。

冯飞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

研究“十四五”旅游及重点园区平台发展等工作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刘操）
3月25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
到三亚市，围绕以全域旅游推动乡村振
兴开展专题调研。

海棠区藤海社区毗邻蜈支洲岛景
区，不少游客选择入住这里的民宿客栈，
就近逛景区、赏海景、冲浪。毛万春一行
实地察看了藤海社区多个民宿项目，与

藤海社区有关负责人、蜈支洲岛景区有
关负责人、民宿经营管理人员认真交流，
详细了解当地民宿在用房用地、开办经
营、日常监管等方面的情况及发展中遇
到的困难。毛万春指出，大力发展精品
民宿、全域旅游，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抓手，是实现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
途径。 下转A03版▶

毛万春在三亚调研时指出

打造全域旅游样本 带动百姓致富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 （记者周晓
梦 通讯员张恒 郝琳琳 陈光前）3月23
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内企
业——海南一龄医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申报进口的首票“零关税”低温理疗箱在
海口海关所属文昌海关通关放行。这标
志着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在海南
自由贸易港顺利落地实施。自此，海南
自由贸易港“零关税”早期收获阶段第三
张“零关税”商品清单落地实施。

该企业申报的压缩式低温理疗箱，
货值358万元，可减免税款约83万元。

“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
税’政策发布后的第一时间，海口海关就
上门为我们企业开展政策宣讲，让我们
及时享受到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政
策红利。”海南一龄医疗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张喻昭说。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全
岛封关运作前，对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登
记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进口自用
生产设备，除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明确不
予免税、国家规定禁止进口的商品，以及
《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自用生产设备

负面清单》所列设备外，免征关税、进口环
节增值税和消费税，享受“零关税”政策的
自用生产设备实行负面清单管理。

为落实好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用生产
设备“零关税”政策，海口海关成立推进
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实施领导小
组，领导小组下设工作专班，配合海关总
署研究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用生产
设备“零关税”政策海关实施办法》，加强
与行业主管部门联系配合，提前调配监
管力量并开展业务培训、企业调研和政
策宣讲工作，确保政策顺利落地实施。

海南自贸港首票“零关税”自用生产设备通关放行
设备货值358万元，可减免税款约8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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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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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回应H&M涉疆声明：

中国民意不可欺不可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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