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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11 日电 7 月 11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
务委员长、朝鲜武装力量最高司令官金
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
60周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1961年，中
朝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作出签订《中
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战略决策，为巩
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推
动两国持久友好合作奠定了重要政治法
律基础。60年来，中朝双方秉持条约精
神，相互坚定支持，携手并肩奋斗，增强
了两党两国兄弟般的传统友谊，促进了
各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了地区乃
至世界和平稳定。

习近平强调，近年来，我同总书记同

志多次会晤，规划两党两国关系发展蓝
图，增添中朝友谊的时代内涵，达成一系
列重要共识。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正在加速演进。我愿同总书记同志
加强战略沟通，把握好中朝关系前进方
向，引领两国友好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我们不久前隆重庆祝
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当前，朝鲜人
民正团结一心，全力贯彻朝鲜劳动党八
大决策部署。中方坚定支持朝方发展经
济民生、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相信在总书记同志带领下，朝鲜党和人
民一定能够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签订《朝中友
好合作互助条约》向全世界彰显了朝中
两党、两国政府和人民在牢固的法律基

础上，长期发展鲜血凝成的朝中友谊的
坚定意志。60年来，朝中两国相互支
持、相互帮助，书写了值得自豪的友好历
史。近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朝中两国同志般的信任和战斗友谊日益
加深，双方关系发展到更高阶段。

金正恩表示，不断加强和发展朝中
友好合作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
移的立场。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将更加
珍视作为双方共同宝贵财富的朝中友
谊，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神圣
征程中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携手前行。再次祝贺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祝愿中国党和人
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取得更
大胜利。

习近平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0周年互致贺电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

（A02版）

■ 本报记者 周元

风雨兼程百年路，风华正茂再出
发。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
讲话，是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纲领性文件，引发了
亿万中华儿女强烈共鸣。踏上新征程，
海南如何心怀“国之大者”，为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海南贡献？海
南日报记者近日专访了省委党校常务副
校长王和平教授，请他分享学习体会。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七一”
重要讲话中，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
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
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
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

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迈进。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大局中，海南自贸港建设
具有什么样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王和平：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
由贸易港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是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前
者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南自贸港
通过集聚全球优质生产要素，着力在推
动制度集成创新、培育新业态、增长新动
能、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等方面取得新
突破，打造引领我国新时代改革开放的
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努力为实现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作出
海南贡献。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

化遭遇更大的逆风和回头浪。习近平
总书记在“4·13”重要讲话中指出：“如
果海南岛更好发展起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就更有说服力，更能够增强人们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从对外开放
的角度看，建设海南自贸港，是实现“中
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的承诺，彰显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和积极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大决心和信心，为
维护全球自由贸易、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加快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的动力。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
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习近平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强调：“海南要坚决贯
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走在全国
前列。” 下转A04版▶

建好自贸港，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海南贡献
——访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王和平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度访谈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记者罗霞）
海南日报记者7月11日从省商务厅获
悉，今年上半年，海南实现网络交易额
超1200亿元，其中服务型网络零售额、
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均实现大幅增长。

据统计，上半年，海南实现网络交
易额1276.62亿元，同比增长16.3%，
其中大宗及B2B网络交易额817.75亿
元；网络零售额458.87亿元，同比增长
28.94%。在网络零售额中，实物型网
络零售额 237.79 亿元，同比增长
14.37%；服务型网络零售额221.08亿
元，同比增长49.42%。

上半年，海南农村网络零售额

65.86亿元，同比增长42.91%，其中农
村实物型网络零售额实现34.82亿元，
同比增长25.85%，占农村网络零售额
的52.87%；农村服务型网络零售额实
现31.04亿元，同比增长68.53%，占农
村网络零售额的47.13%。农产品网络
零售额75.41亿元，同比增长27.41%。

从地域看，网络交易方面，海口市、
三亚市和文昌市分别实现网络交易额
871.46亿元、191.12亿元和59.93亿元，
位列全省前三名。网络零售方面，在实
物型网络零售中，海口市、三亚市和文昌
市分别实现实物型网络零售额174.72
亿元、21.42亿元和20.59亿元，位列全省

前三名；在服务型网络零售中，三亚市、
海口市和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分别实现
服务型网络零售额143.08亿元、34.25
亿元和10.63亿元，位列全省前三名。

从行业看，实物型网络零售中，食品
保健、3C数码和美容护理居实物型行
业前三名，分别实现实物型网络零售额
120.09亿元、27.51亿元和27.4亿元，占
比分别为50.5%、11.57%和 11.52%。
服务型网络零售中，在线旅游、在线餐
饮和生活服务居服务型行业前三名，分
别实现服务型网络零售额151.69亿元、
29.95亿元和27.38亿元，占比分别为
68.61%、13.55%和12.38%。

上半年海南网络交易额超1200亿元
服务型网络零售额大幅增长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本报讯（记者周月光 通讯员林
诗婷）近日，紫金国际控股公司（以下
简称紫金国控）在三亚市外管局、中国
银行三亚分行等多方支持下，顺利完
成从香港购买冰铜转销至卢森堡的贸
易流程，贸易金额116万美元，这是
《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南省分局关于支
持海南开展新型离岸国际贸易外汇管
理的通知》下发以来，三亚市落地的首
笔新型离岸贸易业务。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紫金矿业）是一家以金铜等金

属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及工程技术应
用研究为主的大型跨国矿业集团。该
公司积极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2020
年11月在三亚成立全资控股子公司
紫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主要承担集
团部分的采购、销售、结算职能。

为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促进新
型离岸国际贸易健康有序发展，外汇
局海南省分局2020年12月出台一系
列支持新型离岸国际贸易的外汇管理
政策措施。针对紫金国控提出的离岸
贸易需求，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中

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及三亚分行积极配
合，帮助企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在三
亚的第一单离岸贸易。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将继续深入了解企业及银行
等各方诉求，推动搭建离岸贸易基础
平台。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及三亚分
行将继续充分发挥其在跨境金融、贸
易金融、自贸区金融创新优势，做好对
三亚市落地的总部经济、外商投资企
业、进出口企业等实体经济的服务，为
自贸港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三亚首笔新型离岸贸易业务落地

7月11日，航拍国道G360定安至澄迈段公路项目侍郎互通段施
工现场，目前该段箱梁预制任务已全部完成，成为全线率先完成箱梁预
制标段。据悉，该项目土建工程目前总体完成约80%，其中路基工程
完成90%以上，桥梁工程完成70%以上。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国道G360定安至澄迈段
加快建设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记者习霁
鸿 特约记者许晶亮 通讯员王伦）“总共
7块8。”7月9日9时许，在海口市琼山
区北胜农贸市场后门约100平方米大小
的蔬菜直供直销点里，工作人员把两把
菜逐一过称，很快算出总价。买菜的周
女士掏出手机，扫码支付。

“自从这个点开了之后，我家的蔬菜
都在这里买。”家住北胜社区的周女士
说，“基本每种菜都比市场里便宜几毛钱
甚至1块钱，而且选择多、菜也很新鲜。”

小蔬菜是大民生。琼山区政府在开
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的过程中了

解到，较多的流通环节抬高了市场蔬菜
末端售价，于是试点设置蔬菜直供直销
点，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末端蔬菜价格。
为确保市民能购买到“平价菜、惠民菜”，
琼山区近期在北胜、培龙、城东和东门等
4个农贸市场试点设置蔬菜基地直供直
销点，通过基地直采、企业直销、批零同
步销售模式，减少中间差价。目前4个
直销点每日6时30分至12时期间开放，
主要销售空心菜、茄子、地瓜叶等30个
蔬菜品种。

白萝卜1.5元/斤，茄子2.5元/斤，小
白菜3.8元/斤……立在北胜直销点的一

块牌子上写着当日供应蔬菜的价格。海
南日报记者走访一门之隔的北胜农贸市
场发现，市场内的白萝卜普遍标价约为
2.4元/斤，茄子约3.5 元/斤，小白菜约
3.8元/斤。“相较之下，直销点的蔬菜平
均单价大约便宜1元钱。”蔬菜直供直销
点负责人陈明慧说。

这样的菜价如何实现？陈明慧介
绍，直供直销点的蔬菜分为本地菜和外
地菜，本地菜由工作人员直接找菜农收
购，可以拿到“田头价”；外地菜则找本地
一级批发商购买。“一般农贸市场的摊贩
已经是销售链的第三环节，偏远市场的
摊贩甚至是第四环节，直供直销的模式
减少了中间环节。”陈明慧说。

下转A04版▶

海口琼山试点开设蔬菜基地直供直销点，减环节降价格

蔬菜直供直销 市民乐享实惠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许多年来经过党的教育，懂得了一
个人应该为了什么而活和应该怎样去生
活去工作的深刻道理。我对中国共产党
坚信不移，愿为党工作，为革命奋斗终
身，愿接受党的一切考验。”

1991年8月24日，20岁的郑家宁
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他的入党申请
书。在申请书中，他动情地写下这段坚
定有力的文字。

之后的30年中，郑家宁果真执着地
用一份事业、一生奉献去诠释了“一个人
应该为了什么而活”，去印证那血气方刚

时、那沉着稳重时，对待党的事业从未改
变的初心。

今年1月，省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
理室三处处长、51岁的郑家宁因多日工
作劳累导致心源性猝死。日前，省委决
定授予郑家宁“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
号；省纪委常委会决定，对郑家宁追记二
等功。

一纸证书，如人生“后记”，也让老郑
身边的同事和家人禁不住去缅怀这位人
民公仆日夜伏案的兢兢业业，去牢记这
位纪检干部的忠诚干净担当，去回忆这
位父亲、丈夫的以身作则。

“老郑没有做完的，就让我们代他去

完成。”郑家宁的同事们不舍地说，“忠诚
干净担当，在老郑这，我们看在了眼里，
更记在了心里。”

“吃完饭再回去忙”
不曾想却永远倒下

“回来啦！”
今年1月28日晚上7时多，郑家宁妻

子蔡爱丹听到门口的脚步声，便打开门迎
接丈夫。郑家宁的办公室在省纪委监委
第二办公区，他的家则在单位宿舍区内，
和第二办公区就在同一个院子里，步行仅
需不到两分钟时间。 下转A04版▶

用生命诠释忠诚干净担当
——追记省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三处原处长郑家宁

产品提质、营销发力、智慧升级，带动我省
旅游市场上半年持续升温

海南旅游经济
迈向高质量发展

■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范思翔 郭敬丹

“总书记，您好！您是腐败分子的克
星，全国人民的福星！”

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江苏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永茂圩村考
察时，74岁的老人崔荣海挤到人群前
面，紧紧握着总书记的手。这位有着50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难掩内心激动说出
了这么一番话。

“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
乾坤。”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行的勇毅决绝，掀起力度、广度、深度空
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全
面从严治党激荡清风正气、凝聚党心民
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

八项规定改变中国

2020年中秋节前两天，福建省厦门
市集美区灌口镇政府干部高东升早早就

到老字号“黄则和”预订了两盒月饼，这
是他这几年来养成的习惯。

“月饼还是自己买的好，好吃不浪
费，更重要的是中秋有更多的时间陪家
人。”高东升咧嘴笑着说。

细微之处，可见风气之变。
曾几何时，粽子、月饼、大闸蟹等老

百姓庆祝佳节的应景美味，因依附于公
款消费上的利益链条被“天价”异化，如
今早已回归正常的市场价格，找回应有
的文化底蕴。

“八项规定”——很少有这么一个政
治语汇，能够如此深刻改变中国。

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央政治
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
八项规定。

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带头
作出承诺、发起号召：

“党风廉政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
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
正所谓己不正，焉能正人。”

以此为切入口和动员令，一场激浊

扬清的风气之变在神州大地涤荡开来。
2012年 12月 30日晚，新华社“新

华视点”微博发布了一份特殊的“菜单”。
“4个热菜：红烧鸡块、阜平炖菜、五

花肉炒蒜薹、拍蒜茼蒿；一个猪肉丸子冬
瓜汤；主食水饺、花卷、米饭和杂粮粥。
特别交代不上酒水。”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阜平考察
期间，一行人在所住宾馆的晚餐菜单。

一份菜单里看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

终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头严格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以行动作无声的号令、以身
教作执行的榜样，为全党改进作风提供
了强大动力。

从抓公款购买月饼，到抓公款寄送
贺卡，从制止“舌尖上的浪费”到纠治“车
轮上的铺张”再到整治“会所里的歪
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党
中央决策部署，锲而不舍推动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落实，驰而不息正风肃纪，刹
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
风邪气， 下转A02版▶

为了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习近平领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故事

海南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