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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记者梅
常伟）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来临
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28日到中部战区视察
慰问，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
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
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
和新春祝福。

临近春节，首都北京洋溢着喜庆氛
围。下午4时许，习近平来到中部战区
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首先观看了反映战
区建设和战区联指中心运行情况的多媒
体片，听取了有关情况汇报。

随后，习近平同中部战区海外维和
分队进行视频通话。来自维和步兵营、
工兵分队、医疗分队、直升机分队的同志
们整齐列队，依次向习近平报告。习近平
向他们，并向我军正在海外执行任务的
全体官兵表示慰问。习近平强调，要忠
实履行维和使命，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
更多中国力量，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良
好形象。维和任务区环境复杂，要注意
加强安全防范，搞好疫情防控。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亲切接见中
部战区官兵代表，同大家合影留念。习近平
充分肯定了中部战区成立以来建设发展

和完成任务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新
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
战略方针，高标准完成好各项任务，不断
开创战区建设和备战打仗工作新局面，以
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习近平最后强调，春节将至，北京冬
奥会开幕在即。全军部队要加强战备值
班，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要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安排好节日
期间生活，让官兵过一个欢乐、祥和、安
全的春节。

许其亮、张又侠、魏凤和、李作成、苗
华、张升民等参加活动。

习近平春节前夕视察慰问中部战区

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
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新春祝福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28日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
于2月4日至6日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
会开幕式，为来华出席开幕式的外国元

首、政府首脑、王室成员及国际组织负责
人举行欢迎宴会，并举行相关双边活动。

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及
相关活动的国际政要有：俄罗斯总统普

京、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新加坡总统哈
莉玛、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吉尔吉
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塔吉克斯坦总统
拉赫蒙、 下转A03版▶

习近平将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并举行系列外事活动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书，近日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关

于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文稿
79篇。其中部分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

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从思想、法律、
体制、组织、作风上全面发力，全方位、全
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下转A03版▶
（主要篇目介绍见A02版）

习近平同志《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出版发行

本报三亚1月28日电（记者苏庆明
特约记者王江顺）1月28日，中国工程院
党组书记、院长李晓红在三亚崖州湾科
技城调研，深入了解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建设情况。省委书记沈晓明陪同调研。

李晓红一行先后到崖州湾种子实验
室中核1号楼、精准设计育种中心、南繁
作物表型鉴定平台、农业生物多维组学

平台，详细了解实验室功能定位、组织架
构、科研条件、人才引进等情况，对实验
室吸引全国院士专家汇聚、创新种质资
源成效表示肯定。他强调，要充分发挥
资源、政策等优势，用好现有平台，紧盯
科技前沿，加强多学科协同，着力汇聚顶
尖人才，加快种业科技创新，加速科技成
果应用转化，助力国家打好种业“翻身

仗”。要加强科学伦理建设，把科学伦理
要求贯穿到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学
活动全过程，确保科技活动风险可控。
要加快崖州湾科技城建设进度，强化功
能配套，依托科技力量助推地方经济高
质量发展。

省领导孙大海、周红波、王路参加
调研。

李晓红调研崖州湾科技城
沈晓明陪同

■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胡健

农历小年刚过，汾河两岸瑞雪纷飞，
大地一派银装素裹。

1月2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冒着
风雪严寒来到山西省临汾市，进山村、访农
户，为乡亲们送去党中央的关心和慰问，
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总书记春节前夕走基层，党的十八
大以来已是第十个年头。

十年来，少数民族村寨中、北方边陲
哨所上、首都北京胡同里……都留下了
总书记同群众在一起的身影。

“我今天到山西来，主要是关心去年
灾情对大家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在霍
州市师庄乡冯南垣村，习近平总书记对
闻讯而来的村民们说。

去年10月，山西出现有气象记录以
来最强秋汛，全省11市240多万人、480
多万亩农作物受灾。冯南垣村是农房受
损较为严重的村落之一。

灾后恢复重建和秋冬补种工作进展
如何？受灾群众能否安全温暖过冬？无
不牵动着总书记的心。

在冯南垣村，习近平总书记一下车，
就站在大雪中听取了全省受灾情况、恢
复重建情况汇报。

“损毁房屋都修好了吗”“冬小麦补
种情况如何”……总书记问得很细。

山西省有关负责同志告诉总书记，
灾情发生后，全省重点抓了“解决吃穿
住、确保不返贫、关注风雨雪、抓紧种收
建”这几件大事，5万多户受损农房已
全部修缮重建，冬小麦播种面积还有所
增加。

总书记点点头。
雪越下越大，远山浸没在一片薄雾

中。沿着村路，习近平总书记缓缓步行，

实地察看灾后恢复重建情况。
修葺一新的街道，干净整齐。道路

两旁十几户人家，家家贴上了春联、挂上
了灯笼，年味十足。

“村容村貌很好啊！”总书记赞道。
村民师红兵一家三代五口人迎出门

外，热情邀请总书记到家里看看。
走进院子，迎面两垛金黄的玉米、一

笼下蛋土鸡、十几件常用农具、二三十袋
清洁煤，收拾得十分利落。

习近平总书记边走边看，顺手掀开
墙边一溜大缸的盖子，一一观瞧——一
缸蒸好的年馍，两缸新收的小麦。总书记
问道：“粮食够吃吗？”

“够吃。”师红兵答道。
总书记先后走进储藏室、厨房，察看

年货：生的有萝卜、白菜、猪肉、粉条、苹
果、大枣……熟的有豆腐、丸子、带鱼、酥
肉……打开冰箱，有菜有蛋；掀开锅盖，
刚蒸好的年馍热气腾腾。“想吃什么都
有。”总书记笑道。

看完吃的，看住的。
在去年10月份那场强降雨中，师红

兵家4间窑洞全部倒塌。在当地政府帮
助下，很快就在原址重建了2间新房。

师红兵告诉总书记，2间房，50平方
米，重建费用约10万元，其中享受当地
补助和各方面援助8.8万元，个人只出
了1.2万元。“一家人可以踏踏实实过年
了，衷心感谢党、感谢政府！”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其中一个房间。
雪白的墙壁，整齐的地砖，门口一个小煤
炉烧得旺旺的，墙边缝纫机上两盆水仙
生机勃勃。

桌上摆着白面、红枣、红豆、黑豆，一
家人正在制作当地传统节日食品——霍
州年馍，总书记洗洗手也加入进来。

一小块白面搓成长条，两端向内一
卷，仿佛如意形状，再点缀两颗红枣……

总书记三两下就做出一个枣花年馍。
“很吉祥！”看着一家人做出的枣花、

登高、兔子、小鱼等各式年馍，习近平
总书记赞叹道，“给人年年向好的感受，代
表了广大父老乡亲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走出院子，雪渐渐停了。
习近平总书记对围拢过来的乡亲们

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虽然这次灾害
很严重，但在党和政府关心帮助下，有你
们的自力更生，很快把灾后重建和秋冬
补种工作抓了起来。看了你们村，新建
的房子质量很好，补贴也到位，老百姓家
里年货备得足，很有年味，我心里有了
底。”

听了总书记的话，大家不由得鼓起
掌来。

“乡亲们在生产生活上还有什么困
难，可以提出来。”他嘱咐当地负责同志，

“党和政府要继续帮助解决，大家齐心协
力，一定要把这个年过好。”

风雪中的足迹，铭刻着一诺千金的
分量。

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顶风踏雪来
到太行山深处的骆驼湾村、顾家台村看
真贫、访真苦，吹响了脱贫攻坚的号角。

五年前，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考察山
西，辗转奔波来到吕梁山深处的赵家洼
村，连看三家特困户，发出啃下深度贫困
硬骨头的号令。

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考察山
西，深入田间，察看黄花长势，对村民们
说，乡亲们脱贫后，我最关心的是如何巩
固脱贫、防止返贫，确保乡亲们持续增收
致富。

时光无言，绘就恢弘的史诗。如今，
摆脱贫困、千年小康的梦想已经实现。

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
推进乡村振兴，是总书记此行考察的另
一个重点。 下转A03版▶

“共产党就是给人民办事的”
——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夕冒雪访山村

1月28日，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中部战区视察慰问，
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这
是习近平来到中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同战区海外维和步兵营、工兵分队和医疗分队、直升机分队进行视频通话。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拼版照片）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李磊）
根据中央和省委要求，省政府党组班子
1月28日下午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
民主生活会。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
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

为开好此次民主生活会，省政府党
组做了认真准备，深入开展学习，广泛征
求意见，深入开展谈心谈话，认真撰写对

照检查材料和个人发言提纲。
会议通报了省政府党组班子2020

年度民主生活会和省政府党组班子以案
促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
况，省政府党组班子党史学习教育专题
民主生活会会前征求意见情况。冯飞代
表省政府党组班子作对照检查，带头开
展自我批评，班子成员依次开展批评和

自我批评。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
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同
志到会指导。

冯飞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和省
委各项决策部署件件有落实。要深刻领
会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牢牢把
握海南的“国之大者”， 下转A04版▶

省政府党组班子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冯飞主持

中国共产党海南省第七届纪律检查
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2年1月
27日至28日在海口举行。出席这次全
会的有省纪委委员41人，列席691人。

省委书记沈晓明同志出席全会并讲
话。冯飞、毛万春、李军等现职省级领导
同志出席会议。

全会由中共海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主持。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十
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和省委七届十
次、十一次全会精神，总结2021年纪检
监察工作，部署2022年任务，审议通过
了陈国猛同志代表省纪委常委会所作的
《扎实推进清廉自贸港建设，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工作报告。

全会认为，沈晓明同志的讲话，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充分肯定过去一年我省全面从严
治党取得的显著成效，深刻阐述全面从
严治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强调要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
进，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
供坚强保障。讲话旗帜鲜明、内涵丰富、
直面问题、催人警醒，充分体现了省委勇
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的鲜明政治立
场、高度政治自觉和强烈政治担当。全省
各级党组织、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党员干
部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全会指出，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省委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全面
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推
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蓬勃展开，实现

“十四五”良好开局。全省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
作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取得新
成效。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运用党的自我革命
历史经验探索清廉自贸港建设路径。聚
焦“国之大者”强化政治监督，推动党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一体推进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增强系统施治、标
本兼治综合效应。强化作风引领，以清
风正气取信于民、助力改革发展。持续
深化政治巡视，充分发挥党内监督利剑
作用。 下转A04版▶

中国共产党海南省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决议

（2022年1月28日中国共产党海南省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A05A10A05A07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2021年以来，随着海南自贸港政策
红利加快释放，我省包括旅游业、现代服
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在内的“3+1”主导产业发展交出一份
靓丽成绩单。

据海南省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非
房地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继续提
升，“3+1”主导产业增加值占比达
70%、提高5个百分点，制造业、服务业
增加值占比分别提高0.4个、1.2个百分
点，非房地产开发投资、产业投资（不含
房地产）、制造业投资占比分别提高

2.6、5.2、2.9个百分点。
1月18日，相关领域专家接受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这组数据折射出
我省在不断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中加强制
度创新，“3+1”主导产业呈现竞争新优
势，进一步促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助力
海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下转A04版▶

我省多措并举筑牢春节“防疫墙”

个人自行举办5桌以上宴会须报备
我省建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

普通门诊纳入医保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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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房地产业在经济总量中比重继续提升

去年我省“3+1”主导产业发展交出靓丽成绩单

做强产业体系 激荡发展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