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风“雷伊”12月18日至12月20日
将直接袭击南沙、西沙、中沙群岛附近海域

受“雷伊”和冷空气共同影
响，12月18日至12月20日，南
海大部分海域将有强风雨天气

12月19日至12
月20日，本岛东半部
地区将有较强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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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种植面积271.4千公顷，同比增长0.3%
全年粮食产量 146万吨，同比增长0.4%
粮食作物每公顷单产5379.8公斤，同比增长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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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
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
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12月17日，省委
书记沈晓明对群团工作开展调研，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
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政治领导，加
强改革创新，进一步增强群团组织政治
性、先进性和群众性，更好组织动员服务
所联系群众，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沈晓明实地走访了省总工会、团省
委、省妇联，详细了解职工服务、青少年
事业发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等工作情
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群团组织
工作汇报。

沈晓明对我省各级群团组织的工作
给予肯定，并要求正视存在的问题与不
足，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群团工作更加扎
实、更富活力、更有成效。他强调，群团组
织要坚持政治引领，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
向，承担好引导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政
治任务，努力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
作安排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要坚持
服务大局，始终保持先进性，立足职责定
位和所联系的群众，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
力点，积极主动配合协助党委、政府问政
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组织广大群众
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自由贸易港
建设第一线、最前沿建功立业。要坚持服
务群众，始终坚守为民服务的工作生命

线，满腔热情做好服务工作，关心关爱困
难弱势群体，当好群众可以信赖和依靠的

“娘家人”，让群团工作更有温度、更有人
情味。要坚持改革创新，始终加强自身
建设，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持之以恒改进作风，健全基层组织网络，
吸纳新的社会阶层中的新兴群体，从根
本上推动服务能力再上新台阶。

沈晓明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党组）
要强化责任担当，为群团组织开展工作
创造有利条件，切实形成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党员干部
带头示范、群团履职尽责的工作格局。

省领导李军、孙大海、陆志远、刘平
治参加调研。

沈晓明在调研群团工作时强调

坚持政治领导 加强改革创新
增强群团组织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

李军参加

■ 本报评论员

蹄疾步稳以致远。刚刚闭幕的省委
经济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
济思想，全面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在部署全省明年经济工作时强调，要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同时，省委
坚持辩证思维方法，着眼全局、统筹兼
顾，明确了推动高质量发展需处理好的
十个方面关系，其中，“蹄疾与步稳的关
系”被置于首位，体现出对“稳字当头、稳
中求进”的高度重视，为做好明年经济工
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重要方法论。

蹄疾步稳是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
实践运用，是推动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
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4·13”

重要讲话中嘱托海南，要“大胆试、大胆
闯、自主改”“既大胆探索又脚踏实地”

“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明确强调，“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蹄疾步稳做好各项工作，
正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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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
有之义，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全
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
立足海南省情实际、高质量高标准建设
自由贸易港的务实之策，必须深化认识、
始终坚持、落实到位。

坚持科学方法论，唱响“经济转型三
部曲”，当好自由贸易港栽树人，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从“调理肌体”到“强身健
体”转变，紧盯风险防控这个最关键变量

……近年来，省委一系列谋划部署充分
彰显出对稳中求进总基调的牢牢把握，
对蹄疾步稳方法论的坚定践行。如今，
在喜迎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八次党代会的
关键时期，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重申稳中
求进、蹄疾步稳，足见其对自由贸易港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性。“蹄疾”与“步稳”是
辩证统一的关系，我们要深刻领会、深入
把握，既“急不得”也“慢不得”，要按照中
央和省委的部署，坚持“闯”为基调、“稳”
为基础、远近结合、小步快跑的科学方法
论，统筹安排好节奏和进度，做到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分步骤分阶段推进自由贸
易港建设，久久为功，行稳致远。

“蹄疾”就要凸显主观意识、担当精
神，主动作为，抢抓机遇。 下转A02版▶

把握好蹄疾与步稳的关系
——一论贯彻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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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12月16日，省委
书记沈晓明到2021年中国（海南）国际
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现场巡馆，了解
展览和交易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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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特色化、规模
化、品牌化、绿色化，推动农业转型升级，
夯实乡村振兴经济基础。

沈晓明先后到现代种业与数字农业
馆、品牌农产品馆、乡村振兴馆等展馆，
详细了解南繁育制种、新品种引进选
育、水产种苗产业发展、特色农产品发
展、农业信息系统建设等情况。他强
调，要加强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转变
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推动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大新品种引
进选育力度，组织引导农民调优品种结

构，扩大特色优质农产品种养规模，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要按照全省一
张网的要求，推进农业信息系统建设，
采集分析共享农业生产、流通、运营等
各环节数据，解决农业信息不对称问
题。要注重实效、丰富内涵，把冬交会
办成热带农产品交易平台和乡村振兴
成果展示窗口。

省领导孙大海、刘平治参加活动。

沈晓明到2021年冬交会现场巡馆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记者李磊）
12月18日上午，省长冯飞到2021年中
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现
场巡馆，了解展览和交易情况。

冯飞先后来到海南省主题馆、现
代种业与数字农业馆、乡村振兴馆等
展馆，详细了解海南种业与数字农业

发展、特色生态农产品、产业扶贫和乡
村振兴等情况。他指出，要加快完善
现代种业全产业链，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要聚焦高端农产品深加工，着力
提升农产品科技含量，把农产品原料
变商品；创新商业模式，努力把资源优
势转变为产业优势，打造品牌影响力，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要做好保供稳价
工作，减少中间环节成本，久久为功抓
好“菜篮子”民生工程。要进一步丰富
展会内容，做大展会流量，努力把冬交
会打造成为展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
品牌展会。

省政府秘书长符宣朝参加调研。

冯飞到2021年冬交会现场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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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海南 看我们的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记者刘操）
12月18日下午，省政协主席毛万春来
到2021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
冬季交易会现场巡馆，与省直和各市县
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展商交流，了解展览
情况。

毛万春先后来到现代种业与数字农
业馆、品牌农产品馆、乡村振兴馆等展

馆，听取我省农业科技创新、农产品研发
销售、农业品牌创建等情况的介绍。

交流中，毛万春希望各市县结合当
地资源特色，提高创新能力，积极推动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的“三变”改革，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激发
农村发展新活力，带动更多农民增收，助
力实现共同富裕。 下转A02版▶

毛万春到2021年冬交会现场巡馆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记者孙慧）
12月18日15时30分，省防汛防风防旱
总指挥部启动防汛防风Ⅲ级应急响应。
海上防台风Ⅲ级应急响应自行终止，其
相应响应行动并入防汛防风应急响应行
动同步执行。

根据气象预报，今年第22号台风“雷
伊”已于17日夜间移入南海东南部海面，
强度还将有所增强，12月18日至12月

20日将直接袭击南沙、西沙、中沙群岛附
近海域。受“雷伊”和冷空气共同影响，
12月18日至12月20日，南海大部分海
域将有强风雨天气；12月19日至12月
20日，本岛东半部地区将有较强风雨。

气象部门预报，台风“雷伊”已移进
南海，因受南下冷空气影响，后期强度、路
径变化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一种可能性是
北上减弱消失，第二种可能性是逐步在

南部近海减弱，第三种可能性是会登陆
我省东部沿海市县。台风路径多变，各
市县各部门需要重视此次台风防范工
作，在港渔船要做好安全管理工作，东部
沿海地区要做好强风雨的防御准备。

据了解，国家防总已在12月17日
20时启动防汛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并
派出工作组赴海南协助指导台风“雷伊”
防范应对工作。 （相关报道见A02版）

我省启动防汛防风Ⅲ级应急响应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申俊
方）2021年，海南粮食种植面积、总产
量、单位面积产量自2018年以来首次实
现“三增”，其中粮食种植面积271.4千
公顷，同比增长 0.3%；全年粮食产量
146万吨，同比增长0.4%。这是海南日
报记者近日从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
了解到的。

今年以来，全省各级政府部门高度
重视粮食生产工作，层层压实粮食生产

的主体责任，多措并举激发全省农户的
种粮积极性。

从种植结构来看，全省粮食作物种
植呈“两降一升”态势。谷物仍是我省粮
食生产的“主力军”，全年谷物种植面积
226.6千公顷，同比微降0.4%。而受限
于种植习惯和自然条件影响，豆类种植
面积较少，全年种植面积5.1千公顷，同
比下降4.1%。近年来得益于薯类种植
效益较高，农户种植薯类积极性高涨，

2021年全省薯类种植面积39.7千公顷，
同比增长4.9%。

2021年全年气象条件较好，尽管晚
稻受台风“狮子山”“圆规”影响略有减
产，但上半年早稻、夏粮生长期间温度适
宜、光照充足、降水充沛，为全年粮食丰
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再加上病虫害防治
技术日益成熟，全年我省粮食作物每公
顷单产5379.8公斤，同比增长0.1%，创
近六年新高。

2021年海南粮食实现“三增”

12月18日，恰逢周末，2021年冬交会展出丰富、优质的农特产品，吸引了
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逛展。 本报记者 袁琛 摄（相关报道见A03版）

12月15日，航拍G15沈海高速公路海口段项目，目前已初现雏形。截至12月14
日，该项目总体建设进度已完成80%，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国家高速公路网和我省公
路网结构，加强新海港区滚装客货进出港区的通行能力。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记者金昌
波）12月17日，省委副书记李军主持召
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工作专题会议，传达落实省委书
记沈晓明在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精神，

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日前，省委书记沈晓明在省委常

委会听取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情况汇
报时， 下转A02版▶

李军主持召开巩固脱贫成果工作专题会议

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精神
确保在国家后评估中“首战必胜”

沈海高速海口段
建设进展顺利

逛展会“购”热闹

是否“就地过年”？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要精准防控
不“一刀切”

是否“就地过年”不能“一刀切”

铁路民航多措并举保出行

全国疫情形势总体保持比较平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