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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7日创刊/ 海南日报社出版/ 第23741号 8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经中共中
央批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辑的《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
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
国发行。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
收入自2019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后，至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这段时间内的重要文献，共79
篇，约51万字。其中，习近平总书记的
文稿39篇，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文稿
15篇，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
央军委的有关文件25篇。有15篇重要
文献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这部重要文献选编，真实记录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这一时
期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
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定不移推进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攻
坚克难、化危为机，砥砺前行、开拓创新，
百折不挠办好自己的事，取得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推动党和国家
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交出一份
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

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
一大步的伟大历史进程；集中反映了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把握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共同
富裕，在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推进社
会主义政治建设，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加强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建设，全面做好香港、澳门和台湾
工作，坚定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全
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及编
制“十四五”规划、为开启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新征程擘画蓝图等方面提出的重
要思想、作出的重大决策、取得的重大成

就和创造的新鲜经验。 下转A03版▶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

主要篇目介绍见A02-A03版）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将于10月9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
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9日上午在京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 本报记者 彭青林 易宗平
通讯员 王开纪

雨后的海南，草木青翠欲滴，野外虫
鸟啁啾，泥土泛出鲜活气息。

作为琼海“世界热带水果之窗”国家
级专家服务基地负责人，王俏在国庆长
假期间抓紧开展品种引进隔离场建设。

近年来，省委人才发展局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支持下，会同相关部门
多方合作，推进琼海“世界热带水果之
窗”基地、昌江热带甘薯脱毒苗精准扶贫
产业基地、保亭槟榔主要病虫害综合治
理示范基地等3个国家级专家服务基地
建设，不仅培育了我省第一个通过国家
登记的甘薯新品种“三角宁”等一批优良
品种，还培训了一批懂技术的农村技能
型人才，培育了一批高层次专业技术团
队，为推动海南乡村振兴发挥出越来越
显著的“人才池”效应。

“人才池”汇聚农业农村
高层次人才

位于琼海市大路镇湖仔村的“世界

热带水果之窗”基地，面积超过1000亩，
从中美洲、南美洲、东南亚等地引进了热
带特色水果400余种，培育和推广特色
水果苗木450万余株，并在省内推广新
品种产业种植约1.5万亩。

“我们大力推进产学研合作，发挥热
带特色水果品种选育平台功能，聚集更
多专业人才，助力海南高端农业对外交
流合作。”海南高层次人才、海南盛大现
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俏说。

该基地联合了多家高等院校及机
构热带作物区域专家组，正在共建世
界热带水果研究院；并同海南大学签
订了世界热带水果开发和创新型人才
培养基地合作框架协议后，学校部分
实习生可入驻基地进行毕业论文试
验，目前已有博士生入驻基地开展育
种、组培等实验。

省委人才发展局相关处室负责人介
绍，我省3个国家级专家服务基地已汇
聚、培育了省内外专业技术人才60多
名，其中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省优专家、
高层次人才、博士青年人才占比超过
60%，正成为我省农业农村高层次人才
的“人才池”。

“手把手”促进农民持续
增产增收

临近寒露时节，昌江黎族自治县海
尾镇沙地村的甘薯长势良好，甘薯种植
大户桂良科高兴地说：“有专家们手把手
指导，今年收成不错。”

桂良科多次参加昌江热带甘薯脱毒
苗精准扶贫产业基地的科技培训，逐渐
成长为当地的技术能手。他承包的
1000亩甘薯基地，常年有100多名农民
务工，人均月增收3000元。

“要让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人，在
土地上种出经验、种出实惠、种出效益。”
昌江热带甘薯脱毒苗精准扶贫产业基地
专家团团长、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王效宁
说，2020年以来，基地开展的高效栽培技
术示范推广与培训服务，促进海尾镇甘薯
种植面积新增1万亩，并引进2家企业投
资1000多万元推动甘薯产业化发展，实
现平均每亩甘薯为农民增收4000元。

各 基 地 通 过 广 泛 开 展 农 村 实
用技术培训，积极培育新型技术型
农民， 下转A03版▶

我省3个国家级专家服务基地带动特色农业发展势头强劲

播下“人才”种子 培育振兴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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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鹦哥岭航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鹦哥岭
片区森林风光片区森林风光。。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天平李天平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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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万城10月 7日电（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王妍馨）10月7日，在万宁礼
纪220千伏输变电新建工程项目现场，
40余名工人正在有条不紊地安装110
千伏配电室顶层模板。

“该项目是公司今年的重点项目之
一，总投资约1.77亿元，目前约完成总体
进度65%，计划年底建成投产，届时将进
一步优化万宁南部片区110千伏网架，
并为4个规划新增的110千伏变电站提

供电源接入。”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建
设分公司项目经理谢华说，为确保项目
按期投产，国庆长假期间施工人员铆足
干劲，全力冲刺建设目标。

同样在万宁，南方电网公司重点项
目220千伏万宁气电至官塘线路新建工
程的建设者们也在坚守岗位，克服强降
雨影响，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一
具备条件就加紧施工，以确保该项目今
年12月底前建成投产。

国庆长假期间，虽受到强降雨影响，
海南电网公司仍有22个主网项目不停
工，在加强现场作业风险管控，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500多名建设者放弃休息时
间，奋战在一线，加快重点项目建设。

今年是“智能电网三年行动”的收官
之年，截至9月30日，海南电网公司今
年已投产项目38个，建成即将投产项目
33个。第四季度，将安排48个项目陆
续投产，主网项目将进入集中投产期。

国庆假期不停工 重点项目加快建
第四季度海南电网主网项目将进入集中投产期

本报海口10月 7日讯（记者赵优
实习生陈梦馨）“十一”国庆黄金周收官，
7天假日期间，在坚持常态化疫情精准
防控前提下，我省各市县和各旅游企业
全面梳理和挖掘本地文化和旅游资源，
景区夜游、老街休闲、深夜食堂等旅游载
体凝聚大量人气，颇具特色的夜游体验
让更多人探索和发现别样的旅游乐趣。

假日期间，我省不少景区加推夜场，
增加夜游产品的多元化供给，以丰富游
客选择，提升旅游体验。游景区、赏美
景、看演艺、品美食……国庆假期伊始，
骑楼老街成了许多市民游客的假日休闲
之所。长长的街道上处处红旗飘扬，市

民游客纷纷留影合照。当夜幕降临、华
灯初上，沉浸式数字光影秀将骑楼“打
扮”得更加漂亮，老街的文化与风韵在流
光溢彩的光影之中愈发动人。连续多天
上演的国庆“表白祖国”主题歌会、“滚烫
的心”爱国主题摇滚专场、“丝乐之韵”民
乐专场等演出，更是把节日气氛推向高
潮。“晚上热气褪去，骑楼老街又非常适
合出门休闲消遣，希望通过形式多样的
文化活动让更多人爱上这个‘城市会客
厅’。”海口骑楼老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文化产业部副经理彭旺表示。

夜色降临，观澜湖电影公社的街区
缓缓奏起复古爵士乐，古色古香的老建

筑披上了霓虹灯光，游客只需购买夜游
套餐即可“穿越”光影百年，赏夜景、品美
食、复古换装、民俗演艺，体验公社之夜
的精彩。早在今年7月，电影公社1942
芳华景区和南洋景区夜游全新升级上
线，颇受好评。国庆期间，随着老北京胡
同首次亮相，东方红景区夜游初次开放，
更是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市民游客。

作为三亚·亚特兰蒂斯的标志性项
目之一，水世界夜场也在黄金周期间回
归。10月1日至6日，亚特兰蒂斯水世
界开放时间延长至晚上9时，并在每天
晚上呈献水上飞人秀和烟花秀，让游客
尽享度假乐趣。 下转A03版▶

景区夜游、老街休闲、深夜食堂……国庆黄金周海南“夜生活”受追捧

魅力“夜海南”火热“夜经济”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记者孙慧）
10月7日晚，全省防御热带低压部署视
频会在省应急管理厅召开，会议要求各
相关单位、各市县压实压紧各级责任，强
化各项防御措施落实，把灾害造成的损
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会议指出，当前我省面临的防风形
势复杂严峻，各相关单位、各市县要从最
不利的情况出发，做好强降雨和热带低

压影响期间责任对接、力量下沉、物质前
置等防御工作。国家防总已派出指导组
到我省指导防御热带低压工作。各级三
防指挥部及成员单位要进一步加强风险
会商研判，强化监测预警，发挥防减灾第
一道防线作用。

会议要求各相关单位、各市县要盯
牢重点领域，毫不松懈做好防御各项工
作。一是加强景区景点、建筑工地、市政

工程、塔吊、危房等重点区域安全管理，
做好城市内涝、农田滞涝、中小河流洪
水、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防范。二是加
强渔船渔民安全管理，尽快将渔船渔排
人员撤离上岸。三是加强水库安全管
理，做好水库蓄水、防洪调度和汛限水位
监管，以及在建水利工程、除险加固水库
的防风安全管理。四是加强人员转移和
处突救灾工作， 下转A03版▶

全省防御热带低压部署视频会议在海口召开

压实压紧责任 强化措施落实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记者习霁鸿）
据中央气象台10月7日消息，南海热带
低压的中心7日17时位于海南省万宁
市南偏东方向大约215公里的海面上，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15米/秒），中心
最低气压为995百帕。据预计，低压中
心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
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8日
白天发展为台风，并将于8日夜间至9
日上午在海南岛东部一带沿海登陆
（20-23米/秒，8-9级，热带风暴级），登

陆后将转向偏西方向移动，穿过海南岛
后，趋向越南北部。

海南省气象局7日16时40分继续
发布台风四级预警，16时50分继续发
布暴雨四级预警。省自然资源和规划
厅、省气象局7日 17时联合发布地质
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预计未来24
小时万宁市全境、琼海市中西部（会山
镇、石壁镇、万泉镇、龙江镇），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东部（中平镇、和平镇），陵
水黎族自治县中北部（光坡镇、提蒙乡、

本号镇、群英乡），定安县南部（岭口镇、
翰林镇、龙河镇）降雨诱发地质灾害可
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有关单位应当
根据雨情组织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易
发区域的监测、巡查和防范，根据险情
转移受威胁群众，加强道路交通安全防
范。

天气方面，受热带低压影响，8日～
9日海南省将有一次强风雨天气过程。
10日夜间到14日白天，全岛有阵雨或
雷阵雨。

热带低压或今日加强为台风
今日夜间至明日上午在海南东部沿海登陆

10月7日，在海口市海甸溪，渔民将渔船停靠在港口并完成防风加固工作后纷纷上岸，截至目
前，我省2万余艘渔船陆续回港避风。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渔船回港
人员上岸

陆地天气预报
8日夜间到9日白天

北部 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最低气温24℃～26℃，最高气温27℃～29℃

中部 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最低气温23℃～25℃，最高气温26℃～28℃

东部 阴天有大到暴雨 最低气温24℃～26℃，最高气温28℃～30℃

西部 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最低气温23℃～25℃，最高气温26℃～28℃

南部 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最低气温25℃～27℃，最高气温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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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十三号近期择机发射
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本报记者跟随护林员走进鹦哥岭,体验巡山护林生活

秘境藏精灵 宝库多奇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