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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月6日全天召开会
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
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
组工作汇报，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
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治理好我们这个拥有
9500万党员的大党、这个拥有14亿多
人口的大国，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
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坚持
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不动摇。党中央每年听取全国
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
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对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起到了示范作用，要长期坚持下去。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是党和国家历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全国人大
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毫不动摇坚持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全局
履行职责，加强党组自身建设，为实现

“十四五”良好开局作出积极贡献，为庆
祝建党一百周年营造良好环境，各方面
工作取得了新成效。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中央书记处按
照党中央部署要求履职尽责，在推动党
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加强党内法规制度
建设、指导群团工作和群团改革等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

会议强调，今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我们党将
召开二十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党组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入学习领会“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始终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胸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紧扣筹备和召开党的二十大聚焦发
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历史
自信，保持历史主动，增强忧患意识，提升
斗争本领，察大势、应变局、观未来，凝心
聚力、担当作为，以钉钉子精神做好各项
工作。要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
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组自身建
设，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
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
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从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汲取智
慧和力量，满怀自豪感，振奋精气神，以
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强调，中央书记处要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围绕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部署要求，立足自身职责定位，突出重
点抓好落实，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完成好
党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 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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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月 6日电（记者李磊）
1 月6日上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
目 2022 年度第一批集中开工活动在
全省各市县同步举行。在位于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的浙江大学（海南）先进技
术与产业创新平台建设项目现场，省
委书记沈晓明宣布项目开工，省长冯
飞致辞。

本次集中开工项目142个，总投资

373亿元。
冯飞表示，新年伊始，省委、省政府

举办项目集中开工活动，是“稳字当头、
稳中求进”抓开局、促发展的实际行动。
各级各部门要以项目建设带动“开门稳”

“开门红”，把投资油门踩到底，以开局精
彩带动全年出彩。要以项目建设推动高
质量发展，强化策划储备，加快建设进
度，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基础能级。要把

项目建设作为检验一流营商环境的“试
金石”，围绕打造最低市场准入、最简权
力清单、最优审批服务、最有效监管“四
最”目标，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早开工、
早见效。要确保项目安全高效推进，建
设效益工程、廉洁工程、优质工程和标杆
工程。

省领导沈丹阳、孙大海、周红波参加
活动。 （更多报道见A03、A04版）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
2022年度第一批集中开工

沈晓明宣布开工 冯飞致辞

本报五指山1月6日电（记者苏庆
明 特约记者王江顺）1月6日，省委书记
沈晓明前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调
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加大生
态保护力度，深挖热带雨林价值，高标准
高质量建设国家公园，更好实现“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目标。

沈晓明一行来到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管理局五指山分局，实地察看森
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游客服务
中心等设施的建设情况，并沿着栈道进

山巡林，详细了解特色珍稀动植物保护
情况。

沈晓明指出，要坚持保护优先，强化
热带雨林自然风貌管控，集约高效用好
土地资源，严格控制新增建筑，坚决拆除
违法建筑，尽量利用原有建筑，确保硬件
设施与环境相协调、与雨林相融合。要
统筹智慧管理中心信息系统建设，加强
资源整合，强化信息共享，提高建设水
平，为国家公园保护与发展提供一体化
智慧化支撑。要转变理念、创新方式，为
游客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要充分利

用雨林资源，围绕生物多样性、雨林特
色、黎苗文化等，详细记录、生动讲述雨
林故事。要加强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
作，深度开展雨林研究，深入挖掘雨林价
值，让热带雨林不仅成为生态安全的重
要屏障，也成为生态研究的重要平台。
要处理好林业部门、国家公园管理局与
所在市县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县积极
性，确保群众在保护中受益、产业在保护
中发展，形成共建共享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的合力。

省领导李军、孙大海参加调研。

沈晓明在调研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时强调

坚持保护优先 形成有效合力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李军参加

本报三亚1月 6日电（记者李磊）
1月6日上午，省长冯飞前往三亚崖州
湾科技城调研种业振兴工作，指出要明
确“南繁硅谷”、南繁科技城和国家重
大科创平台三者功能定位，加大种源
创新，发展壮大种业市场主体，完善市
场体系促进种业贸易、科技交流和成
果转化，全力打造服务全国的种业创
新策源地。

冯飞先后前往海南大学三亚南繁研

究院（分子育种平台）和中国种子集团产
业育种郎典基地，调研分子育种平台建
设和产业育种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与科研院校、涉农企业代表围绕种业发
展主题开展讨论交流。

冯飞指出，要聚焦种源创新，着力
引进和培养高端人才，谋划推动大科学
装置建设，着力培育高水平种源科技创
新能力，解决种源“卡脖子”问题。要融
合推动种源创新和种业发展，加强种业

国际合作，加大自主科技创新力度，培
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市场主体，
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种业交易体
系。要用好用足自贸港平台和自贸港
立法权，加快科技领域体制机制改革，
力争把“南繁硅谷”打造成科技创新策
源地、体制创新先行地和高水平开放
新高地。

省领导周红波、王路、刘平治，省政
府秘书长符宣朝参加相关活动。

冯飞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调研种业振兴工作时指出

融合推动种源创新和种业发展
打造服务全国的种业创新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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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好“六水共治”攻坚战·保供水

从水源头到水龙头
从有水喝到喝好水 1月5日，三亚崖州湾海洋休闲运动公园投入试运营，为市民游客提供尾波冲浪、沙滩摩

托艇、水上飞龙等“水上、陆地、空中”三栖娱乐项目，提升崖州湾海洋综合旅游产品的吸引
力、竞争力。图为公园试运营当天进行的特色水上表演。

文/本报记者 李艳玫 图/本报记者 武威

海南旅游
再添新去处

■ 本报评论员

新年伊始，琼州大地一片繁忙。继
“六水共治”攻坚战全面动员后，我省又
举行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 2022
年度第一批集中开工活动，集中开工项
目142个，总投资373亿元。于新年开启
之际，一项项重大任务的相继推进，展现
出一刻也不松懈、一天也不耽误的紧迫
感、责任感，以及起步即冲刺的奋斗姿
态，传递出拼搏进取，务求“开门稳”“开
门红”，以开局精彩带动全年出彩的坚定
决心。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项目

是支撑有效投资的载体。此次集中开工
活动，是我省深入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以及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

“保持第一季度不掉速”要求的重要举
措，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抓开局、促发
展的实际行动，将为实现一季度“开门
红”打下坚实基础、增添强大动力，对更
好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开局重在开头，开头稳
则全年稳。集中开工活动为全省抓项
目、促投资吹响了冲锋号、按下了快进
键，我们要按照部署要求，奋勇争先，马
上干、盯着干、抓紧干，掀起项目建设新
热潮，干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高质量发展基础在项目，潜力在项
目。抓项目促投资，要瞄准高质量发展
这个主攻方向。去年底召开的省委经济
工作会议，对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推动
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系统部署。我们要按
照省委的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政策取向、
产业导向，围绕自由贸易港建设以及调
结构、稳增长需要，强化策划储备，延伸
产业链条，提升基础能级，不断提升项目
签约落地率、开工率、完成率和投产率，
尤其要抓实抓深投资新政三年行动，继
续加大产业投资，积极谋划推进一批优
化结构、产生全局影响的破局性项目。

下转A03版▶

以开局精彩带动全年出彩

我省基层群众热议打好“六水共治”攻坚战——

治水汇清流
护水惠民生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上午电力供应已经恢复正常了，进
哥，你家里电视都能正常收看吧？”

“都好着呢，一会你们再给大伙检查
一下。”

……
碧波荡漾的水面上，马达声轰鸣。

站在小船上，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
司海南分公司建设部负责人廖文光和琼
海市会山镇绵头村村民胡良进热络地聊
了起来。2021年12月21日，听说技术
人员因为担心前一天的台风影响，要来
村里给大家进行设备维护，胡良进早早
就在岸边等着接他们进村。

我省于2014年正式完成广播电视

户户通。但近年来，由于地理位置偏远
加上设备有待更新、家庭成员分户分家
等多种原因，一些群众遇到了收看不到
或收看不好广播电视节目的难题。
2021年，省旅文厅以“我为群众办实事”
为契机，结合“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
实践活动和作风整顿建设年活动，将“优
化边远地区广播电视覆盖效果”列为重
点项目，为群众切实解决问题，确保党的
声音传进千家万户。该项目在我省第二
期“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十大典型
案例中名列第一。

村民家买了新电视
“40个频道都很清晰”
驾车经过蜿蜒曲折的盘山路，再转

乘村民自家的小船斜穿牛路岭水库——
一番辗转后，海南日报记者跟着技术人
员来到了琼海市会山镇绵头村。这个

“藏”在绿水青山里的苗族小村庄由于位
置偏远，成为现有广播电视信号基站的
一个“死角”。不少村民不得已自己架起
了天线，但由于临时安装不稳定，电视画
面时好时坏。

2021年12月21日，胡良进的船一
靠岸，记者就听到了从村庄里传来的广
播声。正午时光，村民在收听央广的节
目。到了胡良进家，电视里播放的是海
南卫视的节目。

10年前，胡良进给家里买了一台电
视机，可由于信号不好，这台电视几乎成
了摆设。 下转A02版▶

我省不断优化边远地区广播电视覆盖效果，解决群众收看难问题

越山涉水强信号 党的声音进千家

■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郑轶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1月4日这一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
幕刚好一个月，习近平总书记专题调研
北京冬奥筹备工作。

从坐落于奥森公园的国家速滑馆，
到不远处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主媒
体中心，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从首钢
园区的北京冬奥运行指挥部调度中心，
到卢沟桥附近的二七厂冰雪项目训练基
地，冒着严寒而来，沐着夜色而归。细数
下来，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五次实地考
察北京冬奥筹办工作。

“每一步都踏踏实实走过来了，现在
到了冲刺的阶段。我看大家的工作仍在
紧锣密鼓进行，再努把力、奋力一击。”一
路看，一路思索，一路鼓劲。

回首过往，从2015年夏天欢庆申办
北京冬奥成功的那一刻起，一天天、一月
月、一年年，中国倒排工期、只争朝夕。

体育之于国家，是国家强盛的一个
标识，是民族凝聚力的一个象征。从百
年前的“奥运三问”到今天的“双奥之
城”，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有感而发：

“这是百年变局的一个缩影。成功举办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强实
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给世界展现
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
象。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世界将对中
国道路有全新的认识。”

中国特色：
“突出科技、智慧、绿色、

节俭特色”

沿北京中轴线一路向北，空中俯瞰，
国家速滑馆宛若冰刀在冰面上刻下的晶
莹轨迹。它的另一个名称“冰丝带”，由
此得名。此次考察，就始于这座北京冬
奥唯一新建冰上竞赛场馆。

自 2018 年 1 月 23 日打下第一根

桩，“冰丝带”的建设就“志存高远”。一
进速滑馆，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落到了
屏幕上的四个字：“最快的冰”。

快，源于科技。
早在2019年，总书记在第三次考察

北京冬奥筹办工作时，特别强调场馆建
设要突出“科技、智慧、绿色、节俭”四个
特色，摆在首位的正是科技。

在世界上跨度最大的马鞍形“编织
天幕”下，习近平总书记饶有兴致参观了
建筑材料：

“国产化率高吗？”
“屋面索网结构采用的‘国产索’，是

河北生产的；‘冰丝带’3360块曲面玻
璃，天津生产的；脚下的混凝土看台板，
北京生产的。”场馆运行负责人风趣地
说，建设过程也是“京津冀一体化”。

一批由中国设计、中国技术、中国
材料、中国制造组成的冬奥场馆建设的

“中国方案”，成为北京冬奥的鲜明“中
国特色”。 下转A02版▶

“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
——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冬奥筹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