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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6 月 28 日讯（记 者 李
磊）6 月 28 日下午，省长冯飞主持召
开七届省政府第76次常务会议，研究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农村供水保
障、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标牌规范建设
等工作。

会议审议了《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实施意见》。
会议指出，良好的环境卫生事关海南自
贸港国际形象，要高度重视爱国卫生运
动，结合疫情防控的经验成果，做好重
大传染疾病防治工作。要把握好蚊虫

等病媒生物生长周期的时间节点，科
学合理部署“除四害”等工作。

会议审议了《海南省农村供水保障
实施方案》，要求扎实开展农村饮水安全
问题排查，加强供水保障，确保供水安
全，把这件民生实事落实好。

会议听取了我省公共场所外语标
识标牌规范建设工作情况汇报，要求
高度重视这项提升自贸港国际化的

“门面工程”，结合全省作风整顿建
设年活动，以问题为导向，压实主体
责任，切实抓好重点领域和重大活

动等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标牌规范建
设工作。

会议还审议了《关于海南天然橡
胶产业发展情况的报告》《海南省土
地资源利用和保护“十四五”规划》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气象事业
高质量发展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的意见》，讨论了《海南省自然资源
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送审
稿）》《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国船舶检验
机构入级检验监督管理办法（草案）》
等文件。

冯飞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等工作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8日下午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
普京举行视频会晤。两国元首宣布发表
联合声明，正式决定《中俄睦邻友好合作
条约》延期。普京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

习近平指出，我们即将迎来《中俄睦
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中俄睦
邻友好合作条约》确立的世代友好理念
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契合和平与发展的
时代主题，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今天的中俄关

系成熟、稳定、坚固，经得起任何国际风
云变幻考验。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战略协作富有成
效，有力维护了两国共同利益。务实合
作成果丰硕，质量和体量同步提升。在
国际事务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捍卫真
正的多边主义和国际公平正义。在世界
进入动荡变革期、人类发展遭遇多重危
机背景下，中俄密切合作，为国际社会注
入了正能量，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
范。我们应全面总结中俄关系始终航向
不偏、动力不减的成功经验，对各领域合

作新目标、新任务作出顶层设计，为《中
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注入新的时代内
涵。相信在《条约》精神指引下，无论前
进道路上还需要爬多少坡、过多少坎，中
俄两国都将继续凝心聚力、笃定前行。

普京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表示，俄方珍视历史上同中国共产
党的交往历程，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
际交往，祝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并在国
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下转A02版▶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

两国元首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

本报海口6月 28日讯（记者金昌
波 特约记者王江顺）6月28日，省委书
记、省委审计委员会主任沈晓明主持召
开省委审计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
要论述精神，深刻认识审计对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的重要性，全面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
领导，依法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全力
以赴推动问题整改到位，为海南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省长、省
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冯飞参加会议。

会议审议了《2020年度省本级预算
执行和其他财政支出情况的审计报告》
等文件，听取了关于审计署深圳特派办

和省审计厅2018年以来审计发现问题
整改进展情况汇报。部分整改进度滞后
的市县和省直单位作表态发言。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审计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
指示，为我们做好审计工作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
门要对标对表强化政治自觉，心怀“国之
大者”，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认真
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推动中央决策部署
落地落实，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
依法依规提升审计质量，把揭示风险隐
患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聚焦主责主业、坚
持系统观念、强化内部审计，不断提高审
计工作能力水平，推动问题早发现、早预

警、早解决。要从严从实做好整改文章，
以严肃的态度、严谨的方法、严格的监
督，加大对重大战略、重大举措、重大项
目等财政支出的审计力度，压实主体责
任，督促被审计地方和单位认真反思、动
态对照、坚决整改，决不允许出现敷衍整
改、虚假整改。要自始至终加强组织领
导，强化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前后衔接，
推进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巡
视巡察等信息共享、成果共用，形成有效
工作合力。

省领导陈国猛、何忠友、徐启方、沈
丹阳、孙大海、周红波、何西庆、王路、王
斌、倪强参会。

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市县。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审计委员会会议强调

全面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
全力以赴推动问题整改到位

冯飞参加

本报石碌6月 28日电（记者刘操）
在党的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6月28
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
向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并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慰问。

毛万春分别向郭周坚、杨先乙、林琼
壮、钟玉辉、林芝栋、陈世明、谭由仔等老
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详细
询问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健康情况，聆听他
们的奋斗经历，祝福他们身体健康、生活
快乐，并与他们合影留念。毛万春表示，
老党员是党的光荣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

和推动者，数十年来始终铭党恩、跟党走，
为党的事业和国家发展奉献青春、挥洒热
血，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
命。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年轻党员干
部发自内心向老前辈学习，手握薪火传
承、继往开来的接力棒，展现新时代共产
党人的奋进状态和奋斗姿态。

在昌江期间，毛万春还看望慰问了基
层困难党员，与他们促膝长谈，叮嘱基层
困难党员保重身体、珍惜荣誉，弘扬党的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一如既往地关心支
持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毛万春到昌江向老党员颁发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本报北京6月 28日电（特派记者
况昌勋）6月28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举办第二场
新闻发布会。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
的副主任韩文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介

绍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展。他表
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顺利开局，人气很旺，已经
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

韩文秀介绍，中国在 1980 年设

立深圳等经济特区，此后我们接续
推进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开放，到
2020 年 设 立 海 南 自 由 贸 易 港 ，这
些表明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
越大。 下转A04版▶

中央财办负责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海南自由贸易港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筚路蓝缕
创伟业，初心不忘再起航。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28
日晚在国家体育场盛大举行。习近平、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2
万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回顾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年来波澜壮阔的光辉历
程，共同祝福伟大的党带领中国人民迈
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

夜幕下的奥林匹克中心区流光溢
彩、美轮美奂，喜庆的中国结灯饰、醒目

的庆祝活动标识、多彩的盘龙式花柱，表
达着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喜庆祝
福。金光映射中的国家体育场“鸟巢”，
与深蓝色的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遥相
呼应。

国家体育场内，灯光璀璨。中央舞
台的巨型屏幕上，金色党徽在红色幕布
的衬托下熠熠生辉，两侧分别书写着

“1921”和“2021”金色字样。舞台最高
处，100名礼号手身姿挺拔，两侧旋转布
景中，战士的群像岿然屹立。英姿勃发
的青年手捧红色花束，汇聚在舞台中央。

19时57分许，在欢快的乐曲声中，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走上主席台，向大家挥
手致意，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随着激昂深情的歌声响起，绚烂的
焰火升腾出“100”的纪年，盛放在国家
体育场上空。舞台上，点点星火汇聚成
党徽的图案，拉开演出帷幕。

演出以大型情景史诗形式呈现，共分
为四个篇章，综合运用多种艺术手段，生
动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带领中国人民
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壮美画卷，热情讴
歌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这个政党一定能指引中国走向光
明，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戏剧与舞
蹈《破晓》再现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饱
经磨难，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寻找救
国救民真理，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
生，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第一篇
章“浴火前行”，以情景舞蹈《起义 起
义》、歌舞《土地》、戏剧与舞蹈《长征》、情
景大合唱《怒吼吧 黄河》、合唱与舞蹈

《向前 向前 向前》等节目，生动展现在
大革命的烽烟中，在艰险的长征路上，在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沙场上，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淬火成
钢的伟大历程。

打破了一个旧世界的中国共产党
人，能否建设一个新世界？第二篇章“风
雨无阻”以舞蹈《开国大典》开篇，回顾热
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年代。在
震耳欲聋的炮声中，情景合唱与舞蹈《战
旗美如画》呈现抗美援朝的激战场面，讴
歌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的炽热情怀。在

慷慨激昂的唱腔中，戏曲与舞蹈《激情岁
月》生动描画王进喜、史来贺、雷锋、钱学
森、焦裕禄等一批先锋模范的奋斗群像。

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中国共产
党，能不能带领人民富起来？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作出改革开放的
历史性回答。在第三篇章“激流勇进”
中，舞蹈《春潮澎湃》把春天的故事铺展
在希望的田野，歌舞《特区畅想曲》跃动
着特区“先行先试”的时代脉搏，情景合
唱与舞蹈《回归时刻》欢庆香港、澳门回
归祖国怀抱， 下转A03版▶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
《伟大征程》在京盛大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观看

6月28日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在国家体育场盛大举行。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2万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6月28日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在国家体育场盛大举行。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
船舶条例》将于9月1日实施

首次对外资船舶
放开海南省内运输
和水上施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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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海南 看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