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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林晖 丁小溪
黄玥 王子铭

仲夏时节，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
百年华诞的喜庆时刻，一座庄重大气的
红色新地标——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馆在首都北京正式开馆。

三年多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亲切关怀指导下，各参建单位
和有关方面艰苦奋战、顽强拼搏，协同
攻关、精益求精，共同完成了这座展示
中国共产党奋斗历史的精神殿堂。

从此，我们党有了永久性、综合性
的党史展览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
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
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在此浓缩定
格，启迪当下，昭示未来。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
坚。从党史中汲取不竭力量，百年大党初
心如磐、使命在肩，昂首奋进崭新征程。

谋深虑远——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
建设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重大决策

每一座红色场馆，都是一段浓缩的

历史、一份精神的传承。
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到江西于

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从贵州遵
义会议纪念馆到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
……遍布全国各地的红色场馆，串联起
百年大党的光辉历程，镌刻下革命精神
的鲜明标识。

河北西柏坡、山东临沂、福建古田、
陕西延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在各地调研考察期间，多次赴革
命纪念馆参观，重温党的初心使命，引
领全党全社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
科书。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如何
更好地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
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在思索谋划。

此前，在一些重大历史节点，我们
依托已有的博物馆、展览馆，组织策划
重大主题展览，起到展示伟大成就、凝
聚党心民意的重要作用。同时，在我
们党的历史上，还没有一座以党史为
主线、全景式展示党矢志不渝奋斗之
路的永久性展馆。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不久，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建
设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展览馆建设要同中国共产党的精
神相吻合，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
斗的历史和其中蕴含的伟大奋斗精神，
反映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顽强奋斗
的伟大历程”；

“要充分发挥展示、纪念、宣传、教
育、研究等综合功能”；

“要着眼于教育年轻人，讲好中国
共产党故事”；

……
习近平总书记对展馆建设工作高

度重视，亲自谋划、亲切关怀，多次听取
工作汇报，作出重要指示，深刻指明展
览馆的意义和定位、功能和作用、内容
和形式，为工程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应该建在
哪里比较合适？

在对地理位置、场馆高度、周边环
境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后，位于北京奥
林匹克公园龙形水系旁的一块预留文
化用地，进入选址视野——

这里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既是
城市重点功能区，又与古都北京壮美的
中轴线遥相呼应。中国科技馆、中国工
艺美术馆、中国历史研究院等国家级文
化设施比邻左右，文化氛围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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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史如鉴耀千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建设纪实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 （记者况昌
勋）6月19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
大）学习会在海口召开，专题学习习近平
法治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
贸易港法》。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
话，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七指导组组长
程振山出席，冯飞、毛万春等省领导作交
流发言。

学习会分两个环节进行。在第一个
环节，海南自贸港大讲堂邀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王瑞贺作辅导
报告，对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进行详细解
读。在第二个环节，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召开集体研讨会，交流学习体会。

沈晓明指出，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是

由国家制定实施的法律，是习近平法治
思想在改革开放领域的新体现。要正确
认识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法律地位，把
学习贯彻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同党史学习
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紧密结
合起来，充分发挥立法对改革开放的引
领作用，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在法
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沈晓明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与依
法治国的高度统一，坚决维护国家法制
统一、尊严、权威，坚持依法治省、依法执
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积极探索司法体
制改革。要提高普法实效，突出针对性
和个性化，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进机
关、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宣

传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诞生历程、法
律地位、主要内涵以及立法过程中展现
的良好精神风貌。要完善法治体系，在
中央支持下认真梳理制定配套法规，统
筹用好自贸港立法权、地方立法权、特
区立法权，抓实前期研究，创新立法工
作，倡导制定简明管用的“短条例”，推
动立法、普法、执法都有新气象。要强
化人才保障，加大引进与培养力度，加
快建设与海南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法治
人才队伍。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七指导组副组
长吴朝晖，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
加学习会。海南自贸港大讲堂以视频形
式开到各市县及洋浦经济开发区。

沈晓明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上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建立完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治体系

程振山冯飞毛万春出席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记者罗霞）
6月19日，海南自由贸易港2021年（第
三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活动在海南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省委书记沈晓明证
签，省长冯飞致辞。

本次活动共签约50个项目，协议
投资金额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其中外
资项目12个，内资项目38个。签约项
目涵盖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
产业，入驻重点园区项目36个，占比达
72%。省政府与东南大学、电子科技大
学、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润
（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
限公司分别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冯飞表示，海南将继续发扬此前的
好经验做法，盯着项目看，围着项目转，
扭住项目干，推动项目建设不断取得新
突破。要坚持不懈扩大招商引资，进一
步优化产业投资结构、补齐基础设施短
板、加大公共领域投资、增强市场活力。
要坚持不懈优化项目建设环境，分级分
类建立项目全流程、全要素统筹保障体
系，深化“服务企业、服务项目、服务基
层”三服务机制，推动签约项目尽快落
地、开工项目尽快投产达产。要坚持不
懈转变工作作风，以市场主体感受为评
判标准，认真开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
展”活动，增强干部队伍服务意识和执行

能力，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
商环境。欢迎更多客商来海南投资兴
业，共享海南自由贸易港商机。

在集中签约现场，海外回流文物艺
术品征集展示中心、国际文物交流平台
（海南）、博物馆知识产权服务中心（海
南）、深圳证券交易所海南基地揭牌。
本次活动还为2020年度全省招商工作
考核优秀单位颁奖。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兆前出席，东
南大学党委书记左惟等嘉宾致辞，省领
导何忠友、沈丹阳、孙大海、周红波、王
路、冯忠华、王斌、倪强出席活动。

（相关报道见A04、A05版）

海南自由贸易港2021年（第三批）
50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沈晓明证签 冯飞致辞

本报海口6月19日讯 （记者周晓
梦）6月19日下午，省政府党组书记、省
长冯飞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
议，传达学习省委七届十次全会精神，研
究部署省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七届十次全会
精神，省政府领导结合分管领域工作就贯

彻落实全会精神进行交流发言。冯飞指
出，全会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
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在海南具体化，体现了很高的政治站位，
要把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政府系
统的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实。要以省委
全会精神为指导，精心筹备政府全会，抓

好半年经济运行分析、自贸港迎检评估、
社会维稳、安全生产等工作，学习宣传贯
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
港法》，持续加强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沈丹阳、冯忠华、闫希军、王斌、倪强
出席，王路列席。

冯飞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研究部署贯彻落实省委七届十次全会精神工作

■ 本报评论员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
习近平总书记深切嘱托，“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要体现中国特色”“行稳致远，久
久为功”。刚刚闭幕的省委七届十次全
会，对海南高质量发展作出系统部署，其

中明确提出“要牢牢把握方向和节奏”，
并作出具体安排，这正是对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要求的积极落实，体现出始终
心怀“国之大者”，沿着正确方向，蹄疾步
稳推进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担当。

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是党中央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作出
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体现中国特色”
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基本原则。同时，
海南自贸港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极
具探索性、挑战性和专业性。行进在

“深水区”，闯荡在“无人区”，唯有在大
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 下转A02版▶

牢牢把握方向和节奏
——深入贯彻落实省委七届十次全会精神系列评论之一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良子
通讯员 王秀师

以前，家住海口市龙华区亚洲豪苑
北区的肖阿姨有个习惯：为了买到便宜
菜，她常常早起赶公交车，到距离较远但
菜价较低的菜市场买菜。

今年以来，她改掉了这个习惯，因
为小区附近就有“菜篮子”社区平价
店，“趁着早晨下楼遛弯就把菜买了，
还很多新鲜的 1 元钱平价菜，方便省
事！”6月 18日，肖阿姨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

“菜篮子”虽小却关乎民生。市民
买菜习惯的小转变，感受到“‘菜篮子’
轻了”的幸福感，背后与我省建立健全

“菜篮子”稳价控价长效机制、积极推
进平价蔬菜保供惠民行动，并从生产、

流通、市场巡查监管等多环节发力密
不可分。

据海南省价格监测中心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前5月，我省“菜篮子”保供稳价
工作初显成效，蔬菜、猪肉等“菜篮子”价
格明显回落。

谈感受：菜价猪肉价格降了
前5月我省农贸市场蔬菜价

格同比下降24.71%

“明显感觉到排骨价格下降了，像我
们家每天熬排骨汤，成本节省不少。”家
住海口市秀英区福隆广场的林云彩常在
海港市场、秀英小街一带买菜，她最近明
显感觉猪肉价格有所下降。

今年以来，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部
署，为进一步压实“菜篮子”市县长负责

制，围绕2021年省政府工作报告、省委
省政府2021年为民办实事事项制定的
工作目标，我省扎实推进“菜篮子”保供
稳价重点工作。

据海南省价格监测中心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1月至5月，我省农贸市场蔬菜
价格整体呈降，同比降幅为24.71%；鲜
猪肉（精瘦肉、肋条肉、排骨）零售均价降
幅为12.75%。5月份，我省农贸市场蔬
菜零售均价同比下降7.47%，环比上涨
2.45%，其中鲜猪肉零售均价同比下降
9.11%，环比下降4.28%。

另据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抽样
调查数据显示，今年5月，海南居民消费
价格环比下降0.2%，降幅与全国平均水
平相同；同比上涨0.7%，涨幅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0.6个百分点，排名第30位。

下转A05版▶

今年前5月海南农贸市场菜价、鲜猪肉价整体呈降

菜篮子“轻”了 幸福感强了
6月19日，海南自贸港2021年（第三批）50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活动举行。图为签约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制图/张昕

■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林晖

金色的阳光洒向中国共产党历史展
览馆。序厅内，巨幅长城主题漆画铺展
开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壮阔图景，与同
样是大红色调的花岗岩地面交相辉映。

6月18日下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
领导同志来到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
筑，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
共产党历史展览”，感悟党的百年奋斗
之路。

这座总建筑面积14.7万平方米的
党史展览馆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
策、亲自批准建设的，这次党史展也是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下举办的。

就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
之际，我们党拥有了一座永久性、综合性
的党史展览馆，同时首次全方位、全过
程、全景式、史诗般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百
年历程。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
弥坚。

展厅内，2600余幅图片、3500多件
套文物实物，浓墨重彩地反映了我们党
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
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

这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
清政府为支付《马关条约》巨额赔款

发行的借款债券、敦煌藏经洞被盗取的

《金刚经》、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的主
要不平等条约……看着这些展品，习近平
总书记驻足良久、沉思良久。

近代以后，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
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

“这就是‘歪把子’。”习近平总书记
指着一件抗日战争时期的机枪展品，深
有感触地说，“日本人先用迫击炮、山炮
打一通，然后用‘歪把子’‘三八式’冲
锋。那时咱们和他们拼刺刀，伤亡比都
是三比一、四比一。武器不行，牺牲很
大。”

马克思主义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
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
道路，也为暗夜中寻求复兴之路的中国
送来一缕曙光。

在马克思、恩格斯塑像前，习近平
总书记停下脚步，指着玻璃展柜里的马
克思《布鲁塞尔笔记》第四笔记本手稿等
文物问道：“这些是复制件还是原件？”

得知手稿都是近年来有关部门多方
收集到的原件，习近平总书记感慨：“那
很珍贵。”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自觉把这
一历史重任扛在肩上。

在南湖红船复原景观前，习近平
总书记仔细观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时全国58名党员名录、中国共
产党第一个纲领等重要文件，细细感悟
中国共产党人建党时的初心。

这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进行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
有史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社会变
革。

我国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第
一辆“东风”牌轿车，开凿红旗渠、建设塞
罕坝……一件件展品、一段段史实，仿佛
让人们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
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糕点包装纸、玻璃汽水瓶、铁皮饼干
盒、搪瓷缸、缝纫机……习近平总书记指
着一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物件”，
笑着说：“这些东西现在都算文物了吧？”

98抗洪展板前，习近平总书记动情
地说：“最难忘的就是抗洪了。”时值世纪
之交，“抗洪、港澳回归祖国、加入世贸组
织……这几件都是大事”。

这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
祝融号火星车模型、山东舰航母战

斗群模型、高铁复兴号模拟驾驶舱……
看到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建造共同
发力，不断改变中国的面貌，习近平总书记
不时点头。

下转A02版▶

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

共产党历史展览”、带领党员领导同志重温入党誓词侧记

看供给
今年4月份，我省生猪存栏量约294万头

出栏量34万余头 自给率为82.13%
海口市菜篮子集团已与省内外95家供货商签订供货协议

截至6月17日

我省5家主要蔬菜批发市场组织外地蔬菜共27.2万吨

看降幅

我省农贸市场1月至5月：
蔬菜价格

同比降幅为24.71%
鲜猪肉零售

均价降幅为 12.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