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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重点（重大）项目已完成投资313亿元

累计开工项目 15个
开工率68%

累计竣工项目 1个

2021年

海南共安排省重点（重大）项目 129个
总投资3810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78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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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7月 6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菲律宾一架军用运
输机坠毁向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致慰

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菲律

宾一架军机着陆时不幸坠毁，造成重大

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
家属表示慰问。

习近平就菲律宾军用运输机坠毁向杜特尔特致慰问电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习近平推进司法公正的故事

（A10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

（A11版）

本报海口7月6日讯（记者孙慧）根
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7
月7日中午前后在海南岛本岛东部一带
沿海地区登陆。7月6日下午，海南省防
风防汛防旱指挥部发布通知，要求各市
县三防部门要进一步做好热带低压防范
工作，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一是加强预测预报预警，相关部门
要加强会商研判，确保预警信息及时、精

准、有效，特别是突出做好旅游人员、外
来务工人员、工程施工人员等预警信息
传递工作。二是加强渔船渔民安全管
理，相关部门要做好渔船回港避风工作，
尽快将海上网箱、渔船渔排人员撤离上
岸，防止渔船顶风出海；提醒陆上养殖户
做好塘堤设施加固、定时巡塘，防止溃
堤、漫塘，预防造成财产损失。三是加强
水库安全管理，水务部门要指导各市县

落实各项水库安全度汛措施，科学蓄
水。各市县要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和水库
巡查制度，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四是加
强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各市县、各有关部
门做好洪涝灾害防范，做好旅游景点景
区、建筑工地、重点路段、漫水桥安全管
理，确保电网安全运行不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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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热带低压预计今日中午登陆
省三防办要求进一步做好防范工作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陈蔚林
易宗平 昂颖 马珂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一
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
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
族复兴的前途。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
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
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7月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并向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提出了
殷切期望。我省青年纷纷表示，将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诲，牢记党和人民的
期望，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为
加快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在聆听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时，海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
任田佳的脑海里不禁回想起了2020年

的春节，本是万家灯火，但中国人民却面
临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阻击战。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我们全国上
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吹响了集结号，
打响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田佳
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重症医生，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无数党
员干部冲锋在前、担当在前、奉献在前，

“有幸参与其中，自己也充满激情，为人
民的生命保驾护航。”

“一路走来，工作越艰苦，责任越重
大，越发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先
进性，越发深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员背
负的责任和坚韧的担当。”田佳表示，自
己出生于党员家庭，在工作岗位上也从
没离开过一线，今后将矢志不渝地以一
名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来严格要求自
己，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誓言。

2021年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三亚
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杨小锋动

情地说，“我们党历经百年风雨而永葆生
机活力，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心怀崇高
理想和奋斗精神。”

坚持“将论文写在大地上”，杨小锋
来到偏远的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担
任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
长。在他的带领下，通过科学发展特色
种植、养殖业，那受村建档立卡户家庭人
均纯收入从2016年 5836.32元增长到
2020年 18666.57元，全部实现高质量
脱贫。如今，那受村正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群众生
活水平进一步提升。

谈及今后的科研工作，杨小锋表示，
作为一名南繁人，在“南繁硅谷”建设大
背景下，他将为南繁科技自立自强贡献
自己的全部力量。

同样深感振奋的还有海南银风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邢磊。2007年，
他从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创
办银风科技公司，主要从事互联网教育
产业。作为海南省政协委员、省青联副
主席，也作为一名青年科技工作者、创业
者，邢磊说，他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青
年寄予的殷切期望， 下转A03版▶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在我省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

以青春之我 谱奋斗之歌

A03 A11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
并发表主旨讲话

海南脱贫攻坚成就云展馆
今日上线

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海口7月6日讯（记者傅人意）
海南日报记者7月6日从省发展改革委
获悉，从今年年初至6月15日，海南重
点（重大）项目已完成投资313亿元，完
成率40%。累计开工项目15个，开工率
68%；累计竣工项目1个。

今年以来，我省一批重点项目完成
投资情况较好。其中，海南昌江核电二
期项目年度投资完成率达48%、海南炼
化年产100万吨乙烯项目年度投资完成

率达71%、陵水17-2气田开发工程项
目年度投资完成率达41%、G360文昌
至临高公路项目年度投资完成率达
45%。而作为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示范性项目的海口市国际免税城项
目，年度投资完成率达29%，不久后海
南免税购物版图将再添“新地标”。

据了解，2021年海南共安排省重点
（重大）项目129个，总投资3810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782亿元。项目类别涵盖三

大主导产业（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
技术产业）等5大类，其中“五网”基础设
施提质升级和产业发展类项目年度投资
体量最大。129个项目按项目建设进度
分为三类：竣工项目10个，总投资102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44亿元；续建项目97
个，总投资3367亿元，年度计划投资644
亿元；新开工项目22个，总投资341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94亿元。此外，拟安排
50个预备项目，总投资3596亿元。

今年截至6月15日

海南重点项目已完成投资31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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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日在北京以视
频连线方式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
领导人峰会，并发表题为《加强政党合
作 共谋人民幸福》的主旨讲话，强调政
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要锚
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担起为人民谋幸福、
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中国共产党
愿同各国政党一起努力，始终不渝做世
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
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
以“为人民谋幸福：政党的责任”为主
题。峰会主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
厅。金色大厅内，中国共产党党旗与参
会的外国政党党旗交相辉映，呈现出壮
观的党旗旗阵。会场上设置了五幅巨大
的显示屏幕，充分展现世界各国政党领

导人共聚“云端”、共谋大计、共话未来的
生动场景。

习近平首先发表主旨讲话。他指
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推动中华民族迎来
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人民和世界各
国人民命运与共，在世界大局和时代潮
流中把握中国发展的前进方向、促进各
国共同发展繁荣。

习近平强调，今天，人类社会再次面
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选择就在我们
手中，责任就在我们肩上。面对共同挑
战，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
出路。政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
量，要锚定正确方向，担起历史责任。

第一，我们要担负起引领方向的责
任，把握和塑造人类共同未来。大时代

需要大格局，大格局呼唤大胸怀。我们
要倾听人民心声，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各
国加强协调和合作，把本国人民利益同
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统一起来，朝着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行。

第二，我们要担负起凝聚共识的责
任，坚守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
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要
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
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
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
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
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
实践中去。

第三，我们要担负起促进发展的责
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
人民。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世界上所有

国家、所有民族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发展
机会和权利。任何以阻挠他国发展、损
害他国人民生活为要挟的政治操弄都是
不得人心的，也终将是徒劳的！

第四，我们要担负起加强合作的责
任，携手应对全球性风险和挑战。我们
要坚持科学施策，倡导团结合作，反对将
疫情政治化，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要以合作谋安全、谋稳定，共
同扎好安全的“篱笆”；要坚持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建绿色家园；要
勇于担当、同心协力，共谋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之道。

第五，我们要担负起完善治理的责
任，不断增强为人民谋幸福的能力。通
向幸福的道路不尽相同，各国人民有权
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这本
身就是人民幸福的应有之义。一个国家

民主不民主，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
判，而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我们要加
强交流互鉴，推进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
政治建设。

习近平指出，办好中国的事，让14
亿多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促
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是中国
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
党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
宏阔的时空维度中思考民族复兴和人类
进步的深刻命题，同各国政党一起努力，
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对现
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贡献。中国共产
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带领中国人民
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将
坚定不移沿着这条光明大道走下去，既

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
——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为世界各
国共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中国共产
党愿同各国政党加强沟通，共同引导经
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
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加强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共同为促进全球互联
互通做增量，让更多国家、更多民众共享
发展成果。

——中国共产党将履行大国大党
责任，为增进人类福祉作出新贡献。消
除贫困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各国
政党努力实现的重要目标。中国共产
党愿为人类减贫进程贡献更多中国方
案和中国力量。中国将全力支持国际
抗疫合作，并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
更大贡献。 下转A02版▶

7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并
发表主旨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7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