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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数据 新看点

全省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3%
比2019年一季度增长12.9%
两年平均增速为6.3%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46.39亿元

同比增长61.6%
比2019年一季度增长 10.9%

海南离岛免税收入 153.9亿元
同比增长416.6%
日均销售额约 1.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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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海南 看我们的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普
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党章为根本依据，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对高校基层党组织工作作

出全面规范，是新时代高校党的建设的
基本遵循。《条例》的修订和实施，对于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教育
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把高校党
的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坚持和加强党
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健全高校党的组织
体系、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推动高校党
的建设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深度融合，

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推动高校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实现高质量发展。要认真学习
宣传和贯彻《条例》，使高校各级党组织和
党员干部师生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深入
领会《条例》精神，全面掌握《条例》内容，
严格遵守和执行《条例》规定。中央组织
部、教育部党组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督
促指导，确保《条例》得到有效贯彻落
实。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条例》中的重
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条例》全文及相关报道见A09—A11版）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
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记者李磊）
按照省委要求，省政府党组班子4月22
日下午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确保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到位，
按照全省作风整顿建设年部署要求，查
摆自身差距和不足，推动省政府系统作
风建设迈上新台阶、呈现新面貌。省政
府党组书记、省长冯飞主持会议。

为开好此次专题民主生活会，省政府
党组认真做了准备，会前深入开展学习，

广泛征求意见建议，诚恳开展谈心谈话，
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和个人发言提
纲。会议通报了审计发现问题有关情况、
会前征求意见建议情况。冯飞代表省政
府党组班子作对照检查，带头开展自我批
评，班子成员依次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省纪委监委有关同志作指导点评。

冯飞指出，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始终心怀“国之大者”，确保党中央各项
决策部署落实到位。要坚持底线思维，
强化风险意识，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隐患。要坚持责任担当，激励广大干部
勇于担当作为。要坚持法治思维，增强
法治意识和法治能力，推动法治政府建
设取得新成效。要坚持改革创新，以思
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要坚持廉洁从
政，长鸣廉政警钟，建设廉洁政府。要结
合党史学习教育，认真落实全省作风整
顿建设年部署要求，确保取得实实在在
成效。

沈丹阳、刘平治、冯忠华、王斌、倪强
出席，王路列席。

省政府党组班子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冯飞主持

本报椰林4月22日电（记者金昌
波）4月21日至22日，省委副书记、省
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李军到陵水黎族自治县就村级组织
换届及乡村振兴等工作情况进行调研。

在三才镇安乐村、朝美村和新村镇
长坡村、隆广镇万星村，李军认真听取
换届选举、人居环境整治、产业发展、基
层治理等工作汇报，入户检查村民厕所
防渗漏改造情况， 下转A03版▶

李军到陵水调研村级组织换届与乡村振兴等工作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通讯员 夏姗姗

平均每天卖出约1.7亿元！
拥有如此销售能力的不是哪位“带

货”主播，而是海南离岛免税这块“金字
招牌”——

省商务厅数据显示，2021年一季
度，海南离岛免税收入153.9亿元，同比
增长416.6%。简单换算之，一季度海南
离岛免税日均销售额约1.7亿元，吸引

了大量跨境消费回流。
一场离岛免税购物“盛宴”，点燃海

南消费品市场热情：在离岛免税购物的
助推下，一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546.39 亿元，同比增长 61.6%，比
2019年一季度增长10.9%，两年平均增
长5.3%，复苏态势持续稳固。其中，限
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22.8%，两年平均增长23.3%，增速继
续保持全国第一。离岛免税品翻倍增

长，拉动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32.8个百分点。

从数据到文字，如何理解？“总体来
说，今年一季度，海南统筹疫情防控和
促进消费各项政策成效显著，一季度
全省消费品市场继续保持着快速增长
的态势，同时消费市场稳定恢复的基
础也更加牢固。”省统计局副局长王瑜
概括道。

下转A02版▶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1.6%，限额以上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一季度海南消费品市场增势喜人

本报海口4月22日讯（记者刘操）
4月22日，省政协七届五十次党组会
议暨四十次主席会议在海口召开。省
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毛万春主持会议并
讲话。

会议讨论了《省政协关于围绕助推
全省作风整顿建设 开展政协民主监督
工作的实施方案（草案）》，讨论了《省政
协关于机关作风整顿建设的实施方案
（草案）》， 下转A03版▶

省政协七届五十次党组会议暨四十次主席会议召开
毛万春主持会议并讲话

近年来，我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不断强化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2016年
至2020年，全省共退塘还湿4.4万亩，其中新造红树林1.2万亩。

图为临高县彩桥红树林保护区内成群的白鹭飞舞。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红树葳蕤
白鹭蹁跹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应美国总
统拜登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22日晚在
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
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气候变化给人类生存
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面对全球环境治
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社会要以前所
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共商应对气候变化
挑战之策，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勇于担当，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

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应
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

境，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
二是坚持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

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
展生产力。要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
境的发展模式，摒弃以牺牲环境换取一
时发展的短视做法。大力推进经济、能
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让良好生态环境
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

三是坚持系统治理。山水林田湖草
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要按照生态
系统的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
要素，从而达到增强生态系统循环能力、
维护生态平衡的目标。

四是坚持以人为本。要探索保护环
境和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消除贫困的协

同增效，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努力实现社
会公平正义，增加各国人民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五是坚持多边主义。要坚持以国
际法为基础、以公平正义为要旨、以有
效行动为导向，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
国际体系，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目标和原则。
中方欢迎美方重返多边气候治理进程，
期待同包括美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
共同为推进全球环境治理而努力。

六是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
则。要充分肯定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
化所作贡献，照顾其特殊困难和关切。
发达国家应该展现更大雄心和行动，同

时切实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
力建设等方面支持。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生态文明理念和
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
体布局，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
展道路。中方宣布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
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基于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需要中方付出艰苦
努力。中国正在制定碳达峰行动计划，广
泛深入开展碳达峰行动，支持有条件的地
方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达峰。中国
将严控煤电项目，“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
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

习近平指出，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坚定
践行多边主义，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
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方将
在今年10月承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同各方一道推动全
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台阶。中方通
过多种形式的南南务实合作，帮助发展
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中方还
将生态文明领域合作作为共建“一带一
路”重点内容，持续造福参与共建“一带
一路”的各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气候变化带给人类的
挑战是现实的、严峻的、长远的。我坚
信，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人类
必将能够应对好全球气候环境挑战，把

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留给子孙后代。
与会领导人表示，气候变化是国际

社会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需要全球合
力应对。应该迅速采取行动，进一步加
大减排力度，加强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清
洁能源，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大增长
空间，实现绿色、更可持续发展，保护好
人类共同的星球，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造福子孙后代。支持昆明《生物多样性
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取得成功。
要更加关注脆弱国家和群体，发达国家
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资金和技术支
持，帮助他们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 （讲话全文见A02版）

习近平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要坚持绿色发展，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4月22日晚，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题为《共同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4月22日晚，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
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