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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凌广志 陈凯姿

“天涯海角”，曾是海南岛几千年来
“孤悬海外”的代名词，是偏远蛮荒的标
签。如今，它成了闻名遐迩的休闲度假
首选之地，“天涯”“海角”两方巨石伫立
于海滩之上，见证着海南的日新月异。

从1921年共产党员来到琼崖撒下
革命火种，到2021年自贸港建设一周
年，百年时光里，海南实现了从封闭落后
的边陲穷岛到开放新高地的历史性巨
变，不断打造和亮出一个又一个新的时
代名片。

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以及
“红色娘子军”的传奇故事，是海南的“红
色历史”名片，也是中国革命旗帜上的一
抹亮红。1921年，党中央向海南岛派出
党员和先进知识分子开展革命活动。
1927年起，琼崖革命武装在党的领导
下，面对着内缺粮草、外缺援兵的艰苦环

境，在孤岛上用鲜血和生命淬炼了信念
坚定、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创造了革命
奇迹，并在1950年有力地接应和配合了
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为全国解放做
出了贡献。

新中国刚成立时，重要战略物资天
然橡胶遭到西方国家禁运。1950年，海
南响应党的号召，打响了橡胶垦殖战。
海南橡胶种植面积从最初的几万亩发展
到现在800多万亩，成为名副其实的“天
然橡胶岛”。

海南热带气候资源优越。20世纪
60年代，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难”问
题，袁隆平等农业科研工作者“千军万马
下海南”选育优种，南繁基地逐渐形成。
如今，每年全国29个省区市的7000多
名科研人员赴海南从事南繁工作，南繁
科研育种基地已成为全国最大、最开放、
最具影响的农业科技试验区之一，并在
加快打造“中国种业硅谷”。

继设立深圳等四大经济特区之后，
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令世界
瞩目的“中国最大经济特区”，开启了大

踏步发展的新征程。
博鳌亚洲论坛自2001年成立以来，

国内外政要、学者、知名企业家齐聚一
堂，共同探讨重要议题、谋划亚洲及全球
发展、上演国际交流大戏。2021年年
会，不仅为新冠疫情肆虐的世界带来一
抹亮色，也让博鳌亚洲论坛再次成为“国
际会客厅”。

一批旅游主题公园项目相继落户、
全球消费精品头部企业纷纷抢滩、离岛
免税销售人气火爆……海南“度假购物
天堂”的名片正越擦越亮。从2010年海
南启动“国际旅游岛”建设以来，海南开
通国际航线超100条，59国人员入境旅
游实现免签，国际游客争相赴琼；从
2011年试点离岛免税政策至今，海南离
岛免税商品增至45种，年销售免税品
4000多万件，20余个品牌单店销售额
位列全球旅游零售第一名。

今年5月，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
费精品展——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
会在海口举行，吸引了境外69个国家和
地区的1300多个国际品牌参展。中外

参展代表热议，这次博览会为参展国“带
来了全新机遇”。

此外，海南的“国际航天城”“深海科
技城”，也成为世界级的科技名片。仅近
两年来，“天问一号”“嫦娥五号”“天和”
核心舱、“天舟二号”等接连从文昌航天
发射场成功升空；以三亚为母港，“深海
勇士号”“探索一号”“探索二号”“奋斗者
号”每一次“乘风破浪”、勇闯万米深渊，
都赢得国际科考界的点赞。

2020年6月1日《海南自贸港建设
总体方案》发布以来，贸易、投资、跨境资
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往来等自由便利
政策接续落地。一年后，海南自由贸易
港法公布并实施，授予海南更大改革自
主权，让海南自贸港在各个开放领域，有
了探索和实践的法律保障，也让海南在
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快车道后，将

“开放新高地”的名片刷得更亮。
百年时光荏苒，曾经的“天涯海角”，

如今已在世界聚光灯下，变成了充满机
遇和可能的梦想之地。

（新华社海口6月27日电）

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按程序对《海口江东新区三组团（国际综合
服务组团、国际文化交往组团、国际高教科研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JD-
ZH-03-C10~C28地块规划进行调整。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
意见，现按程序予以公示。

1.公示时间：30工作日（2021年6月28日至2021年8月6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gov.

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发送至hksjdglj@163.com。
（2）书面意见邮寄至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区管

理局规划统筹部。
（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逾期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5682901，联系人：胡婧娟。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1年6月28日

关于《海口江东新区三组团（国际综合服务组团、国际文化交往组团、国际高教
科研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JDZH-03-C10~C28地块规划调整的公示启事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陈素娥不慎遗失石梅山庄传奇
12- 509 定金收据一张，编号:
4005357，金额:100000 元整，声
明作废。
●张鲜萍购买海南省澄迈县老城
经济开发区北一环路南侧后海温
泉小镇后海银帆D栋2310房，现
遗失后海温泉小镇后海银帆D栋
2310房的商品房合同，合同编号:
CML000102191，收 据 编 号
NO0028409，总金额：41056 元，
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音视达工贸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声明作废。

农庄 150亩（建设用地 35亩）转
让。王先生13907585275

典 当
遗 失转 让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出 租

出 售

海口市区 高铁东站对面

独栋 经营中酒店 出售

产权清晰 18689753791

厂房设备租赁/出售
1.儋州白马井全套海鲜鱼类加工

生产线出售（含速冻库，流水线

等）。2.儋州木棠镇全套橡胶生产

线 及 仓 库 出 租 合 作 。 电 话 ：

18689982157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教育培训

职业培训 成人教育
知名高校扎根海南办教育20年，
招建筑业施工员、质量员、资料员、
劳务员、材料员、标准员、机械员等
职业培训考证和土木工程、法学、
工商管理、会计学、建筑学等专业
专科、本科学历教育学员。
电话：65377755 65383566

长期收购执行不了的判决书

15595697602李生

求购拍卖公司，13976567997熊

要求无债务、无不良记录

收 购

海口六栋别墅1100m2租18元/m2

可分租，含公共配套建筑1400m2

停车场5000m2，电话66661188

广告·热线：66810888

从天涯海角到开放高地
——一个个时代名片记录海南沧桑巨变

本报海口6月27日讯（记者刘操）6
月27日上午，省政协召开七届五十五次
党组暨四十三次主席会议，省政协党组
书记、主席毛万春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政协十三届
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宣传
思想工作座谈会精神，传达学习了省委
七届十次全会精神，审议通过了《关于
贯彻中共海南省委七届十次全会精神
助推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决议（草
案）》、《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暨专题党课议程
（草案）和日程》等，审议了人事事项。

毛万春指出，要全面准确学习领会省
委七届十次全会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

实现省委全会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要
把学习贯彻省委书记沈晓明在会上的讲
话精神和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
自由贸易港法》《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结合起来，真正学通弄懂吃透，真
正领会核心要义、做到融会贯通。要原原
本本学、带着问题学、突出重点学、联系实
际学，把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同海南政
协履行职能的实践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果
转化为推进工作的具体举措，进一步提高
开创工作新局面的能力和水平，推动海南
政协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
党组副书记苻彩香，省政协副主席马勇
霞、李国梁、史贻云、吴岩峻、陈马林、蒙
晓灵、刘登山，秘书长陈超出席会议。

省政协召开七届五十五次党组
暨四十三次主席会议

毛万春主持并讲话

任命：
王春生、杨维同志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副秘书长。

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副秘书长
任命名单

（2021年6月27日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次会议通过）

免去：
刘艳玲同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杨维同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专职副主任职务。

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免职名单

（2021年6月27日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次会议通过）

王兆民、李立新同志任职年龄到限，根据中共海南省委建议，依照《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章程》等有关规定，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
决定：免去王兆民、李立新同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常务委
员职务。

关于免去王兆民等同志
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的决定

（2021年6月27日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次会议通过）

依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等有关规定，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接受刘艳玲、李繁华同志请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
届海南省委员会常委、委员；接受张中科、邵宁宁、王韦舜同志请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委员。

关于接受刘艳玲等同志请辞
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委员的决定

（2021年6月27日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次会议通过）

鉴于郑柏安涉嫌严重违纪和职务违法犯罪，根据中共海南省委建议，依照《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等有关规定，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
会议决定：撤销郑柏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委员资格。

关于撤销郑柏安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
委员资格的决定

（2021年6月27日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次会议通过）

本报海口6月 27日讯（记者易宗
平）6月27日，“实践者说”——中组部
选派来琼挂职干部工作学习交流会
（第十六期）在海口举行。180余位挂
职干部与会，围绕“党建引领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主题，进行深入探讨
和交流。

挂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吕鸿建

议，海南要尽快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国际
能见度，构建“大外宣”格局。要做好自
身渠道和合作渠道建设，建设一支对外
传播人才队伍，建立一个国际供稿平台，
建设一个反馈与效果评价机制。

挂职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罗来
军建议，要健全政策研究机制，重大政策
出台之前要做风险评估。要构建全面而

多元化的政策研究主体和渠道，保障政
策研究的科学性。要引导机构和个人参
与政策研究，形成激励机制。

挂职省委政策研究室决策咨询处处
长的陈珂建议，要把党组织建在经济社
会发展最活跃的细胞上。要简政放权、
深化“放管服”改革，从权力源头上预防
腐败。要以建设智慧海南为契机，推进

智慧党建。要以党建责任制为抓手，推
动党建全面升级。

学习交流会上，挂职省委组织部部
务委员的郭驰，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总结
出两点体会与大家共勉：再严格的管理
最终也要依靠自我的约束和把控；敬畏
心是自我约束的动力源泉，有尊严地工
作、生活是真正的底线。

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开展探讨交流

以党建引领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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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媒体看海南

近日，在洋浦经济开发区
外国语学校项目工地，一派繁
忙施工景象。目前，部分教学
楼装修基本完成，正在拆除脚
手架。

据介绍，洋浦外国语学校
项目建设方正全力赶进度，项
目计划9月正式投入使用。按
照规划，该项目建成后，可容纳
2160名学生就读。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洋浦外国语学校
加快建设

本报海口6月 27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于源）6月27日，我省“全国食品
安全宣传周·粮食质量安全宣传日”主会
场活动在海口市举行，我省粮食系统相
关单位和企业在活动现场向公众展示我
省粮食质量监管成果，演示如何进行粮
油质量检验，邀请公众品鉴海南粮油加
工企业生产的“好粮油”产品。

这次活动的主题是强化粮食标准

引领和质量监管，确保“舌尖上的安
全”，旨在宣传倡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粮食质量安全治理，加强科普宣传，提
升消费者质量安全意识，营造良好社会
风尚。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省粮油质
量产品监督检验中心、省粮油科学研究
所、省粮油产业有限公司、省粮食行业
协会以及部分粮油加工企业相关负责
同志及员工代表和社区群众参加活动，

观看省粮油科学研究所科技转化成果
和粮油质量检验现场演示，品鉴省内知
名粮油加工企业“好粮油”产品。同日，
各市县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相应举办
分会场宣传活动。

近年来，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深入
实施“优质粮食工程”，推进粮食产后服
务体系项目建设，推进5个市县级粮食
质量检验监测体系项目建设和完善1个

省级粮食质检机构，强化粮食质检，让
“舌尖上的安全”更有保障。此外，我省
还启动海南“好粮油”行动计划，大力打
造粮油区域公用品牌，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组织开展全省政策性库存粮食质量
和数量“大清查”，政策性粮食入库、储
存、出库，开展粮食质量检验和新收获粮
食质量监测，确保全省政策性粮食数量
真实，质量良好。

我省举行“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粮食质量安全宣传日”活动

筑牢食品安全线 守护“盘中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