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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记者杨
依军）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5日下午在
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在岁末之际同你
举行今年第二次视频会晤，这也是2013
年以来我们的第三十七次会晤。你在多
个场合称赞中俄关系是“21世纪国家间协
作的典范”，坚定支持中方捍卫本国核心
利益，反对离间中俄的企图。我对此高度
赞赏，愿同你一道，全面总结今年双边关
系发展新成果，对各领域合作作出新规

划，推动两国关系持续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

世纪疫情交织影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
期。中俄关系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展
示出新的生机活力。我同总统先生通过
多种方式就重大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
共同为中俄关系把舵领航。双方正式宣
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并赋予
其新的时代内涵，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捍卫了各自国家
尊严和两国共同利益。

习近平指出，中俄全方位务实合作
展现出巨大政治优势和机遇优势。双边
贸易额在前三个季度首次突破千亿美元
大关，全年有望再创新高。中俄科技创
新年圆满闭幕，一系列战略性大项目顺
利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
盟对接顺利推进。两国积极展现大国担
当，团结国际社会抗击疫情，阐述民主和
人权的正确内涵，成为践行真正的多边
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中流砥柱。

下转A02版▶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

12月15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 摄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中华全
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十届理事会第一
次会议暨中国新闻奖颁奖会15日在京
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
会见会议代表，向他们表示诚挚问候和
热烈祝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王沪
宁参加会见。

下午3时10分，习近平等来到人民

大会堂金色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等走到代表们中间，同大家亲切
交流并合影留念。

黄坤明参加会见并在会议开幕式上
代表党中央致词。他表示，广大新闻工作
者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宣传阐释党的创新
理论，积极传播党的声音，不断增强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用心走好新时代群众路

线，积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有力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国记协
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不断提高联系服务
新闻工作者的能力和水平。

开幕式上，中国记协主席张研农致
开幕词，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李屹代表人
民团体致贺词。会议为第三十一届中国
新闻奖获奖者代表颁奖。

丁薛祥、孙春兰、陈希、吉炳轩、肖
捷、刘奇葆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第十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暨中国新闻奖颁奖会代表

李克强王沪宁参加会见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A12版）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12月15日，全省
渔业转型现场推进会在文昌召开。省
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
话精神，继续坚持往岸上走、往深海走、
往休闲渔业走，推动渔业生产方式、生
产关系和产品业态转型，实现生态效益
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省长冯飞出席
推进会。

与会人员到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
园，就渔业园区建设、工厂化养殖模式等
进行观摩学习。

沈晓明聚焦“为什么转”“往哪转”
“怎么转”等三个问题，对我省渔业转型

工作提出了要求。他指出，推进渔业转
型升级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举措，是保护近海
生态环境的现实需要，是突破产业发展
瓶颈的迫切需要，转型得越早，得益就越
快越多。

沈晓明强调，要坚持“三个走”转型
方向，继续往岸上走，推进现代渔业园区
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大力创建现代
渔业产业园，推进渔港经济区建设，建立
南繁水产种业体系，把海南打造成全国
热带水产种苗产业聚集地。要继续往深
海走，推进深远海养殖、海洋牧场、深远
海捕捞等产业发展，发展“深蓝”经济。
要继续往休闲渔业走，完善休闲渔业发

展规划和配套方案，打造渔业新业态。
沈晓明要求，要强化政府责任，做好

规划编制、生产关系组织、公共服务供
给、政务服务、招商引资等工作。要坚持
创新驱动，加强种业等领域科技创新，增
强高附加值环节竞争力，强化制度创新，
重塑新型生产关系。要坚持生态环境保
护底线，建设先进环保设施。要坚持陆
海统筹，强化陆域海域空间整体性和联
动性。要坚持保障民生这个根本目的，
让每一位进驻园区的渔民都得益。要完
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加快推进渔业
转型工作。

省领导孙大海、周红波、刘平治、王
斌参加活动。

沈晓明在全省渔业转型现场推进会上强调

坚持往岸上走往深海走往休闲渔业走
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冯飞出席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金昌
波 傅人意）蓝天白云下、青山绿水间，
三亚大茅共享农庄里，洋溢着醉人的田
园诗意。12月14日至15日，以“共建·
共享·共富”为主题的2021年共享农庄
大会在这里举行，来自全国“三农”领域
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乡约”海南，共
同探讨以共享农庄高质量发展促进农
民农村共同富裕。省委副书记李军出
席大会并致辞。

海南 2017 年在全国率先提出发
展“共享农庄”，目前共创建共享农庄
试点 200 家，接待游客 200 多万人
次，营业总收入8.5亿多元，推动了农
民、农村、企业共同发展。今年 10
月，省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支持共
享农庄发展的十一条措施》，并在省、
市县层面成立工作专班，推进政策落
地落实。 下转A02版▶

（相关报道见A05版）

“共建·共享·共富”
2021年共享农庄大会在三亚举行

李军出席并致辞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12月15日，省委
书记沈晓明、省长冯飞到文昌市调研环
岛旅游公路及驿站规划建设情况，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
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坚持生态优先理念，做好土地、资金等要
素保障工作，高水平高质量建设环岛旅
游公路。

沈晓明一行来到环岛旅游公路文昌

市会文段，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和生态环
境保护、驿站布点、招商引资、要素保障
等工作情况。

沈晓明对前一阶段工作成效给予
肯定。他强调，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
度，明确时间节点，做好征地拆迁等工
作，加快环岛旅游公路建设进度，做到
建成一段、验收一段、使用一段，尽早实
现全线贯通。要落实“避让是原则、移
栽是例外、不砍一棵树”的要求，打造绿

色生态示范公路，决不能留生态环境
“伤疤”。要积极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坚
持市场化运作，完善投融资机制，创新
商业模式，广泛吸引各类社会资本参
与，加快推进驿站建设。要详细记录建
设过程，生动讲好建设故事，让环岛旅
游公路成为海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展
示窗口。

省领导孙大海、王斌、倪强参加
调研。

本报海口12月 15日讯 （记者李
磊）12月15日下午，海南省人民政府与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海口签订关于促进
中医药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传承创新发展
合作协议。省长冯飞会见了国家卫健委
党组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
余艳红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

签约仪式上，冯飞代表省委、省政
府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一直以来对海
南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
感谢，并期待双方的合作结出更加丰硕
的成果。他表示，近年来，海南省中医
药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海南将以此次

签约为契机，在自贸港建设大背景下，
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扬优势、强弱
项、激活力，在主责主业、“内外兼修”上
下功夫，释放中医药多元功能和价值，
凝心聚力协同推动海南中医药高质量
发展，努力把海南打造成“中医药走出
去的窗口”。

余艳红表示，希望双方通过此次
协议签订，进一步深化合作，充分发挥
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生态环境
优势和气候资源优势，共同探索中医
药开放发展的新格局、蹚出中医药“走
出去”的新路子、打造中医药特色服务

的新模式、深耕中医药体制机制改革
的“试验田”，推进海南省中医药高质
量发展。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健全与自
贸港建设相适应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全
面提升中医药预防、治疗和康复服务能
力，构建自贸港现代中医药健康产业体
系，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推进黎族
医药发展等领域加强合作，加快推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副省长王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
局长秦怀金、省政府秘书长符宣朝参加
有关活动。

沈晓明在调研环岛旅游公路及驿站规划建设时强调

坚持生态优先 强化要素保障
高水平高质量建设环岛旅游公路

冯飞参加
海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签订合作协议

冯飞会见客人并证签

A03

琼中女足
成功“冲甲”

12 月 15 日下午，
在福建漳州举行的
2021年中国足球协会
女子乙级联赛半决赛
中，海南琼中女足队惊
险击败武汉体院女足，
成功晋级决赛并拿到
2022年女子中甲联赛
的“入场券”。图为比
赛获胜后琼中女足队
员飞奔庆祝。

赛事组委会供图
（更多报道见A04版）

12月1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十
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暨中国新闻奖颁奖会代表。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海南把牢正确方向，把准工作
节奏，抓实风险防控措施，确保既
“放得开”又“管得住”

当好“风险官”
筑牢“防火墙”

2021年终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