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鳌访谈

博鳌故事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谈博鳌亚洲论坛发展：

携手海南，与亚洲和世界更紧密相连

博鳌老居民林觉浩眼中的博鳌20年之变：

年年此相逢 岁岁景不同

（A02版）

本报海口4月6日讯（记者罗霞）
根据博鳌亚洲论坛官网4月6日公布
的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最新日
程，将于4月18日至21日召开的博鳌
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设置了数十场
内容丰富的活动。

据了解，今年的年会活动大体分
为六个板块，包括“解读中国”“把握世
界变局和亚洲的发展大势”“一带一路
合作”“拥抱产业变革”“与新技术共

舞”和“共享发展”。
按照公布的最新日程安排，“中小

企业的生存之道”“健康丝绸之路”“数
字支付与数字货币”“维护粮食安全”

“未来医疗新生态”“面向2030年的减
贫与乡村可持续发展”“知识产权和中
小企业：把创意推向市场”“建立可持
续的塑料回收市场”“迈向碳中和之
路”“解码消费的趋势”“乘风破浪的网
红经济”“数字经济的机遇与挑战”“对

话：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应对重大
公共卫生危机”“打造后疫情时代国际
合作新格局”等一系列活动将举行。

此外，“双循环的中国新发展格
局”“RCEP：前景与影响”“2021全球
经济展望”“逆势上扬的一带一路合
作”，以及“全球自由贸易港发展趋势”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岛屿经济分论
坛”“中国-东盟省市长对话”等活动
也将一一举行。

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将举行系列论坛活动

近日，琼海市针对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期间参与志愿服务的志愿者，举办了旅
游服务行业培训，不断提高志愿者的服务技能，向世界展示“琼海服务”。图为英语老师在给
志愿者培训实用英语。 文/本报记者 刘梦晓 图/本报记者 袁琛

加强英语培训
服务论坛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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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6日致信祝贺厦门大学建校100周年，
向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致以热
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厦门大学
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大学。100年
来，学校秉持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
生的立校志向，形成了“爱国、革命、自
强、科学”的优良校风，打造了鲜明的

办学特色，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国
家富强、人民幸福和中华文化海外传
播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我国已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希望
厦门大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
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与时俱进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全面提升服务区域发展和国家战
略能力，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

心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厦门大学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
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是中国近代
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
100年来，学校秉承“自强不息，止于至
善”的校训，以服务国家、服务人民为己
任，先后为国家培养了40多万名优秀
人才，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

习近平致信祝贺
厦门大学建校100周年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4月6日就印尼发生山洪和泥石
流灾害向印尼总统佐科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印尼
发生山洪和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
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深切
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
的慰问。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山洪
和泥石流灾害向印尼总统佐科致慰问电

据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侯
雪静 胡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日发布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白皮书全面回顾100年来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人民与贫困作斗争，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
挥、亲自部署、亲自督战，汇聚全党全国
全社会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波澜壮阔
伟大历程，全景式反映中国减贫事业发
展成就和世界贡献。

白皮书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
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开启了实现国家

富强、人民富裕的崭新历程。改革开放极
大促进了中国发展，中国减贫进程加快推
进。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减贫进入
脱贫攻坚历史新阶段。中共十八大以来，
经过8年持续奋斗，到2020年底，中国如
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白皮书指出，脱贫攻坚战对中国农村
的改变是历史性的、全方位的，是中国农
村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深刻改变了贫困地
区落后面貌，有力推动了中国农村整体发
展，补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短
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
础。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中华民族在几
千年发展历史上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
实现了中国人民的千年梦想、百年夙愿。

白皮书说，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
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
标，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大事件，也是人类减贫史乃至人类
发展史上的大事件，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
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白皮书全文见A11—A14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本报海口4月6日讯（记者李磊）4
月6日上午，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冯飞
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
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专题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基本
经验。

会上，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李德芳现场授课。冯飞指出，要深刻

领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高
标准高质量完成学习教育各项要求，牢
牢把握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正确政治方
向。要聚焦学习重点，做到党史学习教
育指定学习材料清单、省政府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清单相统筹，集中
研讨和个人自学相结合，学党史和学好

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相协调。要做
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切实把党史学
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
力。

会议还研究了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制度及2021年学习计划。

刘平治、冯忠华、闫希军、王斌、倪强
出席会议。

冯飞主持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时指出

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本报海口4月6日讯（记者况昌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4月6日，省委书记、省
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沈晓明在
海口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第十驻点工作组组长刘登峰一行
举行工作会谈，就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进行了讨论交流。

沈晓明感谢工作组对海南新冠疫苗
接种工作的指导与支持。他强调，全省

上下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部署要求，广泛动员、整体推进，争分
夺秒开展疫苗接种工作。要做实做细疫
苗接种工作，切实增强针对性，防止一刀
切。要积极争取疫苗资源，做好疫苗供
应保障，既要做到“人等苗”，也要做到

“苗等人”。要加强督导检查，完善信息
系统建设，畅通疫苗接种信息报送渠
道。要强化舆论引导，加大新冠疫苗接

种知识的宣传力度，加强舆情引导，同错
误言论和不良信息作斗争，为疫苗接种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刘登峰对海南前一阶段疫苗接种工
作给予肯定。他要求，海南要全面动员部
署，坚持整体推进、一地一策、分类指导，
提高疫苗调度精准度，积极做好信息报
送，主动加强舆论宣传，扎实有序开展新
冠疫苗接种，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

沈晓明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第十驻点工作组会谈

本报海口 4月 6日讯（记者曾毓
慧）春意盎然，高速飞驰。4月 6日，

“沿着高速看中国——大美中国 海
南之旅”集中采访活动第一站即来到
海南环岛高速经过的省会海口市。
媒体采访团一行先后参访海口复兴
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海口市政府政
务服务中心、海口市新海港码头，在
感受海口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城

市发展活力的同时，也努力探寻海口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积累的一些经验
与做法。

自贸港利好激发企业新活力

“椰子视频”“王子萱”……当下国
内这些颇受欢迎的流量主播，也在日渐
丰富着海南本土文化。探究其后，离不

开去年9月在海口落地的海南自贸港
网红孵化示范基地的助力。

一间间演播厅、培训室、摄影棚等
功能区分明确，其中不乏美食、旅游、政
务等主题直播间。落地运营不足一
年，该基地已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拥有新媒体培训、短视频运营、抖音直
播（电商带货）、大型网红赛事活动四大
核心业务。此外，与“椰子视频”“王子
萱”达成合作或兼职签约的流量主播已
近200名，常态化开展培训、孵化等专
题培训、制定培养计划逐步开展，服务
范围已涵盖政府服务、旅游业、房地产、
本地品牌等。

“我们基地有将近一半的员工，是海
南本土院校毕业生。”让入驻该基地的海
南此时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吴程飞引以为
豪的是， 下转A04版▶

“沿着高速看中国——大美中国 海南之旅”采访活动启动

政策利好激活力 港航前景更广阔

沿着高速看中国——大美中国 海南之旅

根据中宣部关于“沿着高速看中国”主题宣传活动部署，海南省委宣
传部组织安排，“沿着高速看中国——大美中国 海南之旅”集中采访活动
4月6日启动。活动邀请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等中央媒体以及海南省内主
流媒体，聚焦海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成就，紧扣庆祝建党100周
年时代主题，以海南环岛高速公路为地理经纬，重点展示我省自贸港建设
成就、发展亮点等。敬请关注。

·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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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机关人员集中接种新冠疫苗
4月6日上午，我省省直机关人员在省委办公区临时接种点开始集中接种新

冠疫苗，此次集中接种工作由海口美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组织开展。
文/本报记者 张期望 图/本报记者 袁琛

《海口市安居型商品住房
管理办法》出台

10类人群
可申请安居房

我省明确电动自行车停放
充电场所消防安全要求

禁止人车同屋、
车辆进楼入户

编
者
按

本报海口4月6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石俊 吕东星）4月 6日，海南海
事局向海南莱福士海洋工程管理有限
公司核发了符合证明，这表明该公司通
过了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可以开展全球
海洋工程船舶安全和防污染管理。

这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发布以来在海南注册登记的第一

家外商独资航运企业，也是海事部门
全面启动海南自贸港海事特区建设以
来高效签发的外商独资船舶管理公司
首张符合证明，此举标志着海南自由
贸易港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不断吸
引全世界的航运企业聚集海南。

据悉，海南莱福士海洋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是新加坡格陵兰集团今年3

月在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投资注册
的海洋工程船舶管理企业。该企业近
期将管理一艘马绍尔群岛籍转中国籍
的海工船舶，需要具备符合证明才能
开展业务。海南海事部门急企业之所
急，为其提供绿色通道服务，收到审核
申请后，指定专人负责，协调省内有关
单位， 下转A04版▶

海南自贸港首家外商独资航运企业获许可
可承揽全球海洋工程船舶安全管理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