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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海南 看我们的

新华社北京 9月 10 日电 9 月 1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8届中国－东
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
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
关系30年来，双方全方位合作不断深
化，互为最大贸易伙伴，成为亚太区域
最具活力的合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双方携手抗疫、共克时艰，以实际
行动诠释了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命运

共同体精神。
习近平强调，去年 11月，在第 17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
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我就建设
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提出 4点倡议，得到东盟国家积极回
应，有关领域合作正持续推进。面向
未来，中方愿同东盟增强战略互信，
深化抗疫、经贸等各领域合作，推动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日生

效实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
造更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共同维
护好本地区繁荣发展良好势头。

第 18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
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当日在广
西南宁开幕，主题为“共享陆海新通
道新机遇，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
同体”，由中国商务部和东盟 10 国
政府经贸主管部门及东盟秘书处共
同主办。

新华社北京 9月 10 日电 9 月 1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国际粮食减损大
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粮食安全是事关人类
生存的根本性问题，减少粮食损耗是保
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当前，新冠肺
炎疫情全球蔓延，粮食安全面临挑战，世

界各国应该加快行动，切实减少世界粮
食损耗。

习近平强调，召开国际粮食减损大
会是中方去年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
五次峰会上提出的倡议。希望各方以此
次大会为契机，携手合作，落实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实现零饥饿、零贫困

目标贡献力量，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国际粮食减损大会当日在山东省济
南市开幕，主题为“减少粮食损失浪费，
促进世界粮食安全”，由农业农村部、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习近平向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致贺信

习近平向国际粮食减损大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9月10日上午应约同美国总统
拜登通电话，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关心的
有关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
性沟通和交流。

习近平首先就飓风“艾达”造成美国
多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向拜登和美国
人民表示慰问。拜登对此表示感谢。

习近平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采
取的对华政策致使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

难，这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世界
各国共同利益。中美分别是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能否处
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是两
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中美合作，
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中美对抗，两国和
世界都会遭殃。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
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
答题。

习近平强调，中国古诗曰：“山重水

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美自
1971年双边关系“破冰”以来，携手合
作，给各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当
前，国际社会面临许多共同难题，中美
应该展现大格局、肩负大担当，坚持向
前看、往前走，拿出战略胆识和政治魄
力，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
正确轨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
国人民。

下转A02版▶

习近平分别同美国总统拜登
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本报三亚9月 10日电（记者尤梦
瑜）9月6日至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张春贤率执法检查组来海南开
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执法检查
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统筹发展与安
全，提高消防治理水平，促进消防法全
面有效实施，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拜会了张春
贤。省委副书记、省长冯飞参加拜会，
并在执法检查汇报座谈会上汇报了我

省贯彻实施消防法的情况。
在琼期间，执法检查组深入海口、儋

州、洋浦、五指山、三亚等市县，重点关注
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消防设施建
设情况、装备配置情况，以及消防宣传教
育情况、重点场所和特殊领域的消防情
况等。

张春贤指出，在省委、省政府的重视
下，海南省贯彻实施消防法扎实有效，形
成了具有海岛特点和自贸港特色的消防
救援事业发展新格局。他指出，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如何处理

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发表了一系列重
要论述。消防工作是应急管理的基本
内容，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要方面。要深刻理解发展和
安全的辩证关系，充分认识消防安全是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切实守住安全
底线，推动消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要
继续深化改革，落实法律责任，构建权
责清晰、协调配合的消防体系，全面提
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和水平，不断增强
消防治理的整体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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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贤率队来琼开展执法检查时强调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推动消防事业高质量发展

沈晓明拜会 冯飞参加有关活动

本报海口9月10日讯（记者李磊）9
月10日是我国第37个教师节，当天上午，
省长冯飞前往海口市滨海九小滨海校区
开展教育领域“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
专项调研并慰问一线教育工作者，和大家
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9月8日给全国高
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回信精神，向全
省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的问候。

冯飞实地调研该校海南学生“特色
印记”培养模式，详细了解办学情况。座
谈会上，我省中小学、幼儿园校（园）长和

教师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谈感受、提
建议。冯飞结合自己的求学经历，深情
回忆了与老师之间的深厚感情，就教师
队伍建设和教师待遇保障等问题与大家
进行深入交流。他说，广大教育工作者
为海南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大家
的发言充分体现了对我省教育事业的担
当、情怀、奉献和期盼，向大家的辛勤付
出表示诚挚的感谢。

冯飞指出，要深刻认识自贸港建设
背景下海南教育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

挑战，加强统筹谋划，“引培并举”打造高
质量教师队伍，补齐我省基础教育特别
是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短板，促进教
育均衡发展。希望全省广大教师进一步
增强荣誉感和责任感，秉承师道、涵养师
德、锤炼师艺、富有师爱，努力做党和人
民满意的好老师。各地各部门要持续关
心关爱教师队伍，完善各类要素保障，打
造优质事业发展平台，总结优秀办学经
验，全力以赴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副省长王路参加上述活动。

冯飞在海口市滨海九小调研并慰问一线教育工作者时指出

打造高质量教师队伍 全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本报海口9月10日讯（记者金昌
波）9月10日，省委副书记李军主持召
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工作推
进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传达贯彻国
家林草局最近关于国家公园建设的指
示精神，部署安排下阶段工作。副省长
王斌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近期开展体制试点工

作情况汇报，研究了国家公园研究院业
务用房项目调整、国家公园管理局五指
山分局智慧管理游客中心建设、海南长
臂猿种群实时在线监控和喜食树种林
相更新及国家公园标志性内涵研究等
工作，审议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
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成果发布
会方案。 下转A02版▶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
工作推进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李军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邱江华）省科技厅近日
印发《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精英行动”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以培育一
批标杆企业加快推进我省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方案》将于10月3日起实施。

《方案》明确，将按照企业的不同发
展阶段、层次及培育发展目标，从创新能
力、研发水平、发展状况等方面分层次择
优培育一批标杆企业，包括“种子企业”

“瞪羚企业”及“领军企业”。
《方案》要求，要围绕数字经济、石

油化工新材料和现代生物医药为重点
的三大新兴产业及南繁、深海、航天为
主的三大未来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重
点领域，力争到2023年，全省“种子企
业”达 200 家，“瞪羚企业”企业达 50
家，“领军企业”达20家，若干企业进入
上市培育库，形成一批新兴产业的领跑

者、转化升级的示范者和大企业大集团
的后备军。同时突破一批行业共性关
键技术，开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技术含量高、市场占有率居前列的产
品，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动力、创新
活力和创新能力得到显著提升，科技创
新对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的支
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相关报道见A02版）

我省加快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将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精英梯队”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曲易
伸）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海南省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确到
2022年，在税务执法规范性、税费服务
便捷性、税务监管精准性上取得重要进
展，到2023年，基本建成税务执法、税
费服务和税务监管三大新体系，到
2025年，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取得
显著成效，税收营商环境总体达到国内
一流水平。

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
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深入
推进精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
诚共治，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作出全面部

署。为确保《意见》在海南贯彻落实到
位，海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正式
印发《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结合海南实际，围绕全
面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
造、进一步优化税务执法方式提供高效
智能税费服务、精准有效实施税务监管、
深化拓展税收共治格局、切实强化税务
组织保障等6个方面明确了27项主要
任务，深入推进税务领域“放管服”改革，
完善税务监管体系，更好服务市场主体
发展，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此外，《实施方案》紧密结合海南自
贸港建设实际，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南自由贸易港法》税收制度安排，在实施
简并税制、推动自贸港与内地税制衔接、

强化自贸港特有税收优惠风险防控等方
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对逐步构建与自贸港
相适应的税收征管服务作出了总体安排。

《实施方案》还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
《海南省税收保障条例》，强调建立跨部
门、跨区域、跨行业的涉税涉费大数据信
息资源归集整合、共享开放和融合应用
机制，在推广成立警税联合队伍、深入开
展“银税互动”、不动产登记办税等方面，
进一步深化信息共享、部门协作和联合
执法，充分发挥跨部门协同治税合力。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局长刘
磊表示，海南税务系统将围绕《实施方
案》总体目标，发扬“解放思想、敢闯敢
试、大胆创新”精神，深入研究细化工作
措施，推动各项改革任务有效落实。

《海南省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实施方案》出台

深入推进税务领域“放管服”改革

9月10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2021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进入第二天，众多市民前往观展、购车。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相关报道见A05版）

紧急撤离
避“康森”

受台风“康森”影响，9月10日，八所海事局提前介入,协助“东方1-1气田”钻井平台261名工作人员
紧急撤离，并于当天完成全部人员转移撤离。图为载有撤离人员的“南海救117”轮靠泊八所港码头。

文/本报记者 陈雪怡 宋国强 图/通讯员 陈振凯
（相关报道见A02版）

逛车展
有新
有礼
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