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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足马力抓项目扩投资促消费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3月25日，省委常
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研究我省疫情防控和“三农”等工
作。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国内国际疫情防控
形势严峻复杂，我省大事要事多，疫情防
控工作面临很大考验。全省各级各部门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保
持战略定力，坚持“一手打伞、一手干
活”，用最小代价实现最大防控效果，确
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四早”
要求，提升防控能力，提高协查效率，做
好精准防控。要因地制宜建设方舱医院
和隔离场所，加强医护人员储备和调度，
做好校园疫情防控，提高疫苗接种率，引

导群众做好个人防护，确保社会面大局
稳定。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专题研究“三农”工
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通过《关于进
一步加强耕地保护工作的若干措施》，强
调要深刻认识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
性，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耕地保
护，保障粮食产量。要实行耕地保护党
政同责，按照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
线和城镇开发边界的顺序原则，统筹划
定落实三条控制线，加强耕地用途管制，
守住耕地红线。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
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强调要优化干部教育资源，提升干部
教育水平，为自由贸易港建设源源不断

培养中青年干部人才。
会议传达学习《在全党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总结报告》，要求制定好我省推进
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工作方
案，结合海南实际，认真学习改革开放
史、经济特区史、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史，更好把握改革开放规律，汲取经验教
训，蹄疾步稳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要
以能力提升建设年为载体，以“比学赶
超”活动为手段，持续开展“查破促”活
动，让老百姓和市场主体感受到党史学
习教育成果。

会议审议通过《海南省“十四五”新
型城镇化规划》《关于进一步推进垦地融
合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文件。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委常委出席，部分省领导列席

会议。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我省疫情防控和“三农”等工作

沈晓明主持

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绿染山川报 晖 （A03版）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易宗
平）3月25日，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在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后于海
口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沈晓明出席会议，并向被任命人员颁发
任命书和监督宪法宣誓；省委副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军出席
会议。

本次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
光辉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杰、苻
彩香、孙大海、康耀红、陆志远、关进平，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林泽锋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应到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60人，实到54人，符合法定人
数。会议期间，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对各项议

程进行认真审议。
会议表决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游

艇产业促进条例》《海南自由贸易港海口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条例》，表决通
过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海南省各级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机构设置和编制管
理条例》等四件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省
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海南省城镇从业
人员基本医疗保险条例》等两件法规的
决定，表决通过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
《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海口市扬尘污染防治办法〉等两件
法规的决定》的决定，表决通过省人大常
委会关于批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
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自治条例〉的决定》的决定，表决通

过省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任免案，被任命人员
向宪法庄严宣誓。沈晓明向被任命人员
颁发任命书并监督宪法宣誓。

副省长刘平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陈凤超，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毅，省
监察委员会、省纪委监委派驻省人大常
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人，省人大法
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社会建设委
员会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各工
作机构和办事机构负责人，部分省人大
代表和有关工委委员，各市、县、自治县
人大常委会负责人，以及有关部门负责
人列席会议。

（相关内容见A02、A06-A08版）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闭会
沈晓明李军出席

海南省拟任干部
人选公告

（A02版）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 通讯员朱嘉

晔）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发展改革委获
悉，今年1月至2月我省蔬菜、猪肉价格均
价与去年同期及去年全年相比均有大幅
下降。3月以来，疫情对我省“菜篮子”价
格影响有限，蔬菜、猪肉价格稳中略降。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2月，我省
22种蔬菜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2.56元，
与去年全年均价 3.40 元相比下降
24.77%，与去年同期的3.99元相比下降
35.83%。生猪价格方面，1月至2月，我省
生猪出栏价格每斤10.91元，与去年全年
均价13.23元相比下降17.55%，与去年同
期的19.76元每斤相比下降44.81%。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1月、2月正值我省蔬菜生产旺季，本
地蔬菜供应充足，各级政府推进平价菜
保供惠民工作有力，我省蔬菜价格相比
去年大幅下降。

为做好“菜篮子”保供稳价工作，今
年以来，我省部署2022年“菜篮子”保供
稳价工作，印发《2022年海南省“菜篮子”
保供稳价重点工作》，同时做好寒潮期间
保供稳价工作，落实价格通报机制等。
下一步，我省将围绕生产端发力，督促市
县推进核心常年蔬菜基地和本地标准
化、设施化、规模化淡季蔬菜保供大棚基
地建设。 （相关报道见A04版）

今年前2月我省菜价稳中有降
22种蔬菜平均零售价格同比下降35.83%

A05A10

A05A04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马珂 实
习生王菲）3月25日，海南首家按JCI国际
标准规划建设的老年病专科医院——海
南成美医院开院。该院毗邻海南省肿瘤
医院，是海南省市双重点建设项目和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四批集中开工项目
之一，规划床位400张。

该院将逐步采用“会员制”管理机
制，提供全方位、全维度、全家庭、全生命
周期的“一站式”医疗健康服务。以“1+
N”诊疗模式，建立岛内、国内、国际专家

库，整合优质医疗资源，围绕建设老年病
优势学科和开展肿瘤多学科诊疗，重点
打造老年病综合医疗、肿瘤一体化精准
诊疗和外科手术微创治疗三大平台。围
绕老年常见病等疑难病症进行学科组团
开展规范化诊疗、综合管理和临床研究；
利用省肿瘤医院和博鳌超级医院的优质
医疗资源，实施肿瘤精准化、规范化和个
体化诊疗。此外还将逐步建立国际国内
合作机制，利用远程医疗会诊系统为患
者提供“点餐式”或“定制式”医疗服务。

我省增添一家老年病专科医院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3月25日下午同韩国当选总统
尹锡悦通电话。

习近平再次祝贺尹锡悦当选韩国总
统。

习近平指出，中韩是搬不走的永久
近邻，也是分不开的合作伙伴。中方一
贯重视中韩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韩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两国业已成为
战略合作伙伴。事实证明，中韩关系发
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促进
了地区和平与发展。今年是中韩建交
30周年。双方应该以此为契机，坚持相
互尊重，加强政治互信，增进民间友好，
推动中韩关系行稳致远。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多
重挑战，中韩在维护地区和平、促进世界
繁荣方面负有责任。中方愿同韩方一
道，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为保障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作出积极努力，维
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
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更加公
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尹锡悦祝贺中国全国两会顺利召
开，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重
大发展成就。尹锡悦表示，韩中友好交往
历史悠久，建交30年来两国各领域合作
取得巨大成就，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好处。韩中加强合作，有利于两国实
现各自发展、造福两国人民，也将为东北
亚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方愿同中
方密切高层交往，增进互信，促进民间友
好，推动韩中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3月25日下午同英国首相约翰
逊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英建立大使
级外交关系50周年。半个世纪来，中英
关系虽有坎坷，但总体不断发展。两国
贸易额从3亿美元增加到千亿美元，双
向投资存量从近乎为零上升到500亿美
元。去年中英贸易再创新高，中国对英
投资增长两倍多。英资企业积极参与中
国改革开放。伦敦成为世界最大的人民
币离岸交易中心。两国在全球发展、气
候变化等方面协调配合，为应对人类共

同挑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指出，中英国情不同，发展道

路也不同。双方应该着眼战略和长远，坚
持相互尊重，本着开放包容心态，加强对话
交流，扩大互利合作。中方愿以坦诚、开
放、包容的态度同英方开展对话合作，希望
英方以客观公正态度看待中国和中英关
系，同中方一道，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

约翰逊表示，英中关系十分重要。
英中贸易增长快速，在英国的中国留学
生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多，英方为此
感到自豪。英中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在很多问题上拥有共同利益，可
以合作的事情很多。英方愿同中方开展
坦诚对话，加强交流合作，拓展两国经贸
合作，深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全球
性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沟通协调。

两国领导人还就乌克兰局势交换了
意见。

习近平阐述了中方原则立场，强调国
际社会应该真正劝和促谈，为政治解决乌
克兰问题创造条件，推动乌克兰早日回归
和平。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习近平分别同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
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

■ 本报记者 罗霞

近日，全球知名美妆及香水公司
科蒂集团宣布，将携旗下八大标志性
美妆品牌亮相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
博览会，展示最新产品。这家有着118
年历史的企业，与海南的合作快速“上
新”：继去年在海南开设古驰美妆旗舰
店后，其旗下品牌兰嘉丝汀又在三亚
推出全球首间全新肌肤修护零售概念
店，提供全渠道融合的智能购物体验。

“海南背靠超大规模中国国内市
场，拥有极佳的旅游资源优势和政策
优势，无疑成为科蒂旅游零售全球布
局的重点。”科蒂全球旅游零售业务执

行副总裁卡洛琳表示，科蒂旗下品牌
选择在海南开店并将全球第一家护肤
概念店开设在海南，目的是抓住机遇，
为科蒂集团在亚太地区的拓展注入强
劲动能。

开新店、上新品、办活动……伴随
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推进，今年以来，
越来越多的国际品牌加快布局海南，
新产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海南消费
市场注入新活力。

卡地亚、迪奥、万国表、积家、肌肤
之钥、阿玛尼美妆、兰嘉丝汀等大批国
际知名品牌，今年在海南有了发展新
动作：开设全新精品店、开设快闪空
间、联合酒店推出限时活动等等。

自去年以来，国际知名品牌快速
布局海南呈现显著特点，首店经济、首
发经济活跃。

首店接连开设——全球首家保乐
力加“品威赏邑馆”威士忌综合酒类旗
舰店、人头马中国首家线下精品店、全
球首家百加得威士忌旗舰店、帝亚吉
欧全球首家沉浸式品牌旗舰店等纷纷
在海口开业；戴比尔斯永恒印记海南
首店开业；花王集团旗下高端护肤品
牌SENSAI、est入驻中国免税市场，
国内首店设在三亚；历峰集团旗下法
国著名珠宝品牌梵克雅宝开设免税限
时精品店后，首家三亚免税旗舰店也
已开设； 下转A04版▶

开新店、上新品，首店经济、首发经济活跃

国际品牌加快布局海南自贸港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刘晓惠

让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是海南
百姓长久的期盼，也是引进人才迫切的
需求。近年来，海南着力补短板、强弱
项，大力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为推动海南
基础教育“弯道超车”打下了坚实基础。

如何进一步放大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的带动效应？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教
育厅获悉，今年起，海南将在部分市县
试点的基础上推进基础教育集团化办
学全覆盖，力争到2025年底将此模式
覆盖到全省50%以上的中小学和幼儿
园，切实扩大全省优质教育资源总量。

前期已引进大批优质教育资源

海南基础教育底子较薄、基础较

差。为在最短时间内补齐这块“短
板”，我省先是于2015年至2017年投
入1.5亿元，实施“好校长好教师”引进
工程，采取“校长+骨干”团队的引进方
式，面向全国引进了300名优秀校长、
教师，又在此基础上启动了“一市（县）
两校一园”优质教育资源引进工程，大
力引进国内外一流中小学和幼儿园来
琼合作办学。

截至2021年11月，全省19个市
县全面完成引进任务，累计引进中小
学和幼儿园共计83所，提供优质学位
16万个。来琼办学的名单中，不乏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
东师范大学等一批知名学校。这些
学校的入驻，不仅为帮扶学校带来了
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还将此

经验辐射到周边学校，渐成星火燎原
之势。

进一步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
带动作用，我省将着力推进基础教育
集团化办学，组建以优质学校为核心
学校，薄弱学校和新建学校为成员学
校的教育集团，快速提升新建学校、薄
弱学校、农村学校办学质量，扩大优质
教育资源总量、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
进区域教育、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按“1+N”模式实行“八个统一”

集团化办学如何办？省教育厅基
础教育处处长韩小雨介绍，集团化办
学按照“1+N”的模式推进，每个集团
以1所项目领衔校为核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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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推进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全覆盖，年内推动形成至少50个教育集团

先进带后进 组团补短板

三亚国际体育产业园体育场已于近日完工，该体育场总建筑面积8.6万平方米，
看台共设置4.5万个座位，渐变色座椅成为体育场一大亮点。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三亚国际体育产业园
体育场完工

新冠肺炎
不是“大号流感”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回应当前疫情防控焦点问题

未来7天受冷空气影响

我省将有暴雨
和强对流天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