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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月 26 日电 9 月 2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1年世界互联
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数字技术正以新理
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
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
泛而深刻的影响。当前，世界百年变局

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国际社会迫切
需要携起手来，顺应信息化、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抓住机遇，
应对挑战。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
道，共同担起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
任，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增强数字政府
效能，优化数字社会环境，构建数字合

作格局，筑牢数字安全屏障，让数字文
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
当日在浙江省桐乡市乌镇开幕，主题为

“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携手构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由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习近平向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
乌镇峰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26日致电朱立伦，祝贺其
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指出过去一个时
期两党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共同政治基础上良性互动，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造福两岸同胞，成效有目共

睹。期望两党登高望远，坚持共同政治
基础，坚守民族大义，勠力合作，为同胞
谋福祉，为台海谋和平，为国家谋统一，
为民族谋复兴。

同日，新当选的中国国民党主席
朱立伦复电，对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感谢。

他表示，两岸人民同为炎黄子孙，深
盼今后两党在“九二共识”、反对“台
独”基础上，增进互信融合，加强交流
合作，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继续前
行，共同造福两岸民众，促进台海和
平稳定。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电贺朱立伦
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朱立伦复电习近平表示感谢

■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丁小溪
高蕾 范思翔

人才，强国之根本、兴邦之大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深入
推进人才强国战略，高瞻远瞩谋划人才事
业布局，大刀阔斧改革创新，广开进贤之
路、广聚天下英才，推动新时代人才工作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踏上新征程，日益壮大的人才大军
必将进一步支撑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提供坚强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举旗定向、谋篇布局，为
新时代人才工作指明方向

2021年6月29日，人民大会堂金色
大厅华灯璀璨，气氛热烈。

伴着铿锵雄壮的乐曲声，我国焊接
领域“领军人”、71岁的“钢铁裁缝”艾爱
国大步走上授勋台，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为他颁授“七一勋章”。

“大国工匠，国家就需要你这样的
人。”总书记同他亲切握手、表示祝贺，殷
殷话语彰显爱才重才的深厚情怀。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
人，关键在人才。

回望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就
是一部集聚人才、团结人才、造就人才、
壮大人才的历史。

从毛泽东同志鲜明提出“政治路线
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到
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再到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人才
是第一资源”，百年大党求贤若渴、珍视
人才的优良传统薪火相传，一代又一代
优秀人才接续投身党和人民的伟大事
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画卷中写
下动人精彩的篇章。

这是一个呼唤人才也造就人才的光
辉时代，这是一项需要人才也孕育人才
的伟大事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民族复兴、赢得
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高度，坚持把创新
摆在国家发展核心位置，把人才作为支
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持续释放加强人才
工作的强烈信号。

2012年12月，改革开放的前沿广
东深圳。党的十八大后首次离京考察，
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综合国力竞争归
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哪个国家拥有人才
上的优势，哪个国家最后就会拥有实力
上的优势。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们也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2013
年秋，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
100周年庆祝大会上深刻指明新形势下人
才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下转A02版▶

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于伟大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动人才工作纪实

本报海口9月26日讯（记者苏庆
明 特约记者王江顺）9月26日，省委书
记、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坚持思想
不松懈、力度不减弱、措施不走样、责任
不缺位，以扎实有效的疫情防控保障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冯飞、毛万春、李军
等省领导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秋季开始气温降低，逐渐
进入新冠病毒的活跃期，海南也进入旅
游旺季，人员流动性加大，岛内疫情防控

压力相应加大。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
认真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疫情防控
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做到思想不
松懈、行动不松劲。要加强业务知识能
力测试，确保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充分掌
握防控知识，具备相应工作能力，对不合
格的要坚决调离岗位，切实防止因工作
不力贻误疫情防控。

会议强调，要坚持抓重点，确保力度
不减弱，把管住关口作为重中之重，严格
把好机场、琼州海峡等入琼关口，坚持

“人”“物”同防，加强国际货运物品消毒，
严格落实重点场所防控规范，坚决落实

好“四早”要求，重点做好“候鸟”老人和
12岁以下儿童等群体的防控工作，做到
万无一失。要切实全面防，确保措施不
走样，强化社区防控措施，组建机动流
调队伍，加强集中隔离点储备，提升流
调处置和核酸检测能力。要根据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安排，提前部署
12岁以下人群接种新冠疫苗和重点人
群第3针加强免疫接种，率先筑起有效
免疫屏障。要认真履好职，确保责任不
缺位，强化区域协查，注重宣传教育，鼓
励与确诊病例轨迹重合人员主动报告，
引导群众做好个人防护，织密筑牢疫情
防控安全防线。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

坚持思想不松懈 力度不减弱 措施不走样 责任不缺位
扎实有效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冯飞毛万春李军出席

本报海口9月26日讯（记者苏庆
明 特约记者王江顺）9月26日，省委书
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秋
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
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我省贯彻意见。

会议要求，全省广大干部要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中青班开班
式上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增强对
党忠诚、实事求是、干事创业、大胆斗争、
严守底线、提升本领的自觉，主动在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主战场勇挑重担、
勇立新功。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把年轻干

部培养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做到不拘一
格、大胆使用，人岗相适、用人所长，严管
厚爱、悉心培养，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储备更多骨干力量。

会议审议通过我省法治建设有关
规划和方案，强调法治与改革互为依
靠，越是深化改革开放越要加强法治建
设。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全面依法
治省，注重破解体制机制难题，加强和
改进行政应诉工作，以法治引领规范保
障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自由贸易
港建设。

会议审议通过《海南省闲置土地处
置工作方案》，强调土地是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各级各方面
要充分认识闲置土地处置工作的重要意
义，在封关运作前的准备过程中同步研
究土地和规划工作。要坚持多措并举、
综合施策，依法依规、先难后易，稳妥解
决好“项目等土地”及土地闲置等问题。
要压实市县政府和省直相关部门责任，
形成工作合力，推动任务落实。

会议审议通过《海南省党政机关
电子政务建设和管理“十四五”规划》等
文件。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委常委出席会议，部分省领导列

席会议。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

加强年轻干部培养
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储备骨干力量

本报海口9月26日讯（记者孙慧）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绿水青山”值
多少“金山银山”？答案是2045.13亿
元！9月26日，省新闻办在海口召开新
闻发布会，发布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区2019年GEP（生态系统生
产总值）核算结果。经核算，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2019年度生态
系统生产总值为2045.13亿元，单位面
积GEP为0.46亿元每平方公里。

GEP是指一定区域在一定时期内
生态系统的产品与服务价值总和，是生
态系统为人类福祉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
经济价值总量。GEP由物质产品价值、
调节服务价值、文化服务价值三部分组
成，一般以年度为核算时间单元。

经核算，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区2019年度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为2045.13亿元，单位面积GEP为0.46
亿元每平方公里。其中，物质产品（包含

林业产品、农业产品、畜牧业产品、生态
能源等指标）价值为48.50亿元，占国家
公园GEP总量的2.37%；生态系统调节
服务（包含涵养水源、生物多样性、固碳
释氧、洪水调蓄和空气净化等指标）价值
为1688.91亿元，占82.58%；生态系统
文化服务价值（包含休闲旅游、景观价值
等指标）为307.72亿元，占15.05%。

下转A02版▶
（相关报道见A05版）

绿水青山价几何？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GEP核算成果出炉，总值超2000亿元

本报海口9月26日讯（记者李磊）
9月26日下午，省长冯飞主持召开七届
省政府第85次常务会议，听取关于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和两轮
中央环保督察、国家海洋督察整改情况
的报告，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
贸易港法》，审议讨论部分文件。

会议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
济法室副主任王翔视频授课，学习《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会议

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持续加强法治建设，为自贸港建设提
供全方位法治保障；打造法治化营商环
境；加强执法和法律服务。

会议听取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批示精神和两轮中央环保督察、
国家海洋督察整改情况报告以及2018
年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通报，强调要
加快推进整改，确保按时完成任务，杜绝

虚假整改。
会议听取我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

报，指出要时刻绷紧疫情防控和安全生
产的弦，压实属地责任、监管责任、主体
责任，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和突出问题，抓
好考核巡查问题整改，做好国庆假期安
全生产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我省新型城镇化发
展、全面推行林长制和自贸港建设投资
基金组建等工作。

冯飞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指出

持续加强法治建设为自贸港建设提供全方位法治保障

宣言: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
（A03版）

■ 本报评论员

9月26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区的 GEP（生态系统生产总
值）核算成果发布。经核算，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2019 年度 GEP
为 2045.13 亿元，单位面积 GEP 为 0.46
亿元每平方公里。这一消息令人振奋。

建设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我省
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四大标
志性工程之首。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区在全国率先开展国家公园范
围内的GEP核算，并成为首个发布GEP

核算成果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表明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在探
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路径的
具体实践上，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绿
水青山”到“金山银山”，GEP 核算起着
连接桥梁和加速转化的作用。GEP 是
指一定区域在一定时期内生态系统的产
品与服务价值总和，是生态系统为人类
福祉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及其经济价值总
量，包括物质产品价值、调节服务价值和
文化服务价值。开展GEP核算，可以让
人们知道生态环境究竟好在哪儿，进而

努力将之合理有序地转化为经济价值。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作为
我国首批设立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之
一，位于海南岛中部山区，在开展生态产
品价值核算与探索价值实现机制上具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直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GEP
核算工作，将之作为落实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建设的重要举措、建立健全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实现
路径的具体实践。 下转A02版▶

“两山”转化路径探索的坚实一步

9月26日，俯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吊罗山片区。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海南省拟任干部人选公告 （A02版）

本报三亚9月26日电（记者黄媛
艳 徐慧玲）9月26日，中国农业科学院
在三亚南繁硅谷启动实施“强种科技行

动”，力争为我国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
强、种源自主可控”和打好种业翻身仗提
供支持。同日，三亚市人民政府与中国

农业科学院签署协议共建种业创新实验
室，借此衔接国家南繁作物表型研究设
施等种业重大创新平台，下转A02版▶

中国农业科学院“强种科技行动”在三亚启动

绿色天堂 生态瑰宝——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见A04版

本报记者走进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吊罗山片区——

百里青山黛 万物竞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