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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访 护一脉青山 养万物之生 （A04）

纪实 绿满山川守初心 （A02/11）

影像 山海拥翠织锦绣 （A05）

新华社北京4月 10日电（记者安
蓓 潘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
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10日发布。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意见明
确，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
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
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
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
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
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
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

根据意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

场的工作原则是：立足内需，畅通循环；
立破并举，完善制度；有效市场，有为政
府；系统协同，稳妥推进。主要目标是：
持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
展，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
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
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参与国际竞
争合作新优势。

意见坚持问题导向、立破并举，从六
个方面明确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的重点任务。从立的角度，意见明确要
抓好“五统一”。一是强化市场基础制度
规则统一。二是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
通。三是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

四是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
五是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从破的角
度，意见明确要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
争和市场干预行为。

意见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完善激励
约束机制，优先推进区域协作，形成工作
合力。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

■ 新华社记者

树高千尺，其根必深；江河万里，其源必长。
从小村庄到党中央，从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到

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始终心怀家国、躬身为民。
“作为国家领导人，人民把我放在这样的工作岗

位上，我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民赋予了人

民领袖宽广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奋进的力量，人民
领袖团结带领人民开创新时代历史伟业。

深深扎根人民，始终信仰人民——

“我在黄土地上生根、发芽，在红土地上成长、发
展，是党和人民将我培养成人”。

2021年10月21日，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
正在这里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一块示范

田，俯身摘下一个豆荚、一撮一捻、仔细察看成色，
顺手将一颗大豆放进嘴里，细细咀嚼：“豆子长得很
好。”

这一幕，让一旁的农技负责人罗守玉既惊讶又
感到亲切：“这是老农民才有的动作呀。”

劳动的底色，铸就了为民的本色：2012年，阜平
踏雪，盘腿上炕；2018年，汶川考察，转磨磨豆；2019
年，首都植树，扛锹铲土……

不经意间的自然流露，映照的正是岁月不改的
人民情怀。

这份情怀，积淀着红色基因。
2021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

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
展厅内，刊载着李大钊名篇《庶民的胜利》的《新

青年》杂志原件前，习近平总书记细细观看。
从“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

的运动”到“庶民的胜利”，革命先驱深刻指明我们的
事业“将永远存在”的历史必然。

追忆当年，梁家河窑洞炕头一灯如豆：《为人民
服务》短短数百字，习近平爱不释手；《愚公移山》《纪
念白求恩》常学常新，信念闪耀。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沿着风雨来路，
感悟共产党人的为民初心：

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细思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
沂蒙精神；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强调“永远保持对
人民的赤子之心”；淮海战役纪念馆，感慨“小推车推
出来的胜利”……

心中装着人民，手中握有真理，脚踏人间正道，
未来无比宽阔。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不能”表明
心迹：

“我们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任何时候任
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
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

这份情怀，来自于成长经历。
2015年2月13日，“黄土地的儿子”回家了。
当年的老朋友拉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手，还是

那么亲切。总书记还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小名，“那时我和梁
家河村结下了缘分，注定了今天会与你们相见。”

40年前离开梁家河的那天早上，院子里早早挤满了送行
的乡亲，大家一声不响等他起床。推开门的那一刻，习近平流
下热泪。

当年在梁家河的每一个细节，都触动着年轻习近平的
心。

下地吃饭，知青的玉米团子黄澄澄的，老乡说：“这是真粮
食。”看老乡的糠团子差很多，习近平主动换着吃。

糠团子热量少，习近平饿得顶不住了，打开老乡的饭包，
玉米团子还放着：“你们咋都不吃玉米团子？”

“窑里男人与孩子受苦更重，要给他们留着吃。”
深知老百姓的苦，因而挑起沉甸甸的担。

“那个时候，我就说，今后如果有条件、有机会，我要做一些

为老百姓办好事的工作。”
当年的梁家河，一个大队要接纳30多个饭量

正大的知青，乡亲们穷得叮当响，也愿照顾城里来
的娃娃。

习近平说：“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吃；我的
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了，乡亲们给我
缝。”“他们曾经无私地帮助过我，保护过我，特别
是以他们淳厚朴实的品质影响着我，熏陶着我的
心灵。”

深知老百姓的好，因而发自内心牵挂他们。
从梁家河到正定，从福建到浙江，从上海到北

京，炕头板凳坐得住、粗茶淡饭吃得进、家长里短聊
得来，习近平感知着百姓冷暖，回应着群众期盼，对
人民一往情深。

这份情怀，得益于家庭润泽。
2021年9月，正在陕西榆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中共绥德地委旧址。
展厅里，一行字格外醒目：“把屁股端端地坐在

老百姓的这一面”。
“端端地，这是关中话，稳稳正正地。”回忆起父

亲习仲勋说过的家乡话，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
习仲勋，这位“关中农民的儿子”，被称为“从群

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生长于革命家庭，浓厚的人民情怀，耳濡目染。
日久天长、潜移默化，家庭的熏陶将人民二字

刻入灵魂、定格为初心。
这份情怀，植根于传统文化。
2021年3月，武夷山九曲溪畔，习近平总书记

走进朱熹园。
“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园内墙

上，朱熹民本思想的经典论述，习近平总书记驻足
凝视良久。

2018年6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的正是这句古语。

秉持文化的自觉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思考
激活传统文化，实现千百年来为民造福的理想——

在陕北深感民瘼，他沉吟着范仲淹的名句“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正定骑车下乡，他体悟着郑板桥的心声“些
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在宁德访贫问苦，他回想着寿宁县令冯梦龙的
为民举措，对“三言”中的警句熟能成诵；

在北京夙兴夜寐，他多次引用《尚书》中的箴言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
新故相因、道理相承。这份人民情怀，植根历

史的中国，因而深厚、高远。

无限热爱人民，矢志造福人民——

“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结底就是
让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

一名共产党员的形象，深深印刻在习近平的心
中。

1966年2月，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政治课上，老师读到这篇文章，读着读着便哽咽了，
习近平和同学们听着听着也泪流满面。

“我后来无论是上山下乡、上大学、参军入伍，还是做领导
工作，焦裕禄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总书记说。

这名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好干部，“始终
是我的榜样”。

写下《念奴娇·追思焦裕禄》，表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夙
愿；到兰考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出“我们应
该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精神财富”；同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
谈，号召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对焦裕禄的一往情深，化为习近平一心为民的满腔热血。
2013年腊月廿三农历小年，甘肃定西元古堆村格外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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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牙叉4月10日电（记者刘操）
4月9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到白
沙黎族自治县，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河长制工作落
实、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六个严禁两个推
进”工作等主题开展综合调研。

毛万春先后来到打安镇田表村、打
安村，牙叉镇对俄村、生态移民搬迁村庄
新高峰村等地，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
详细了解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人居环境
整治、生态搬迁情况。在田表村，毛万春

走访看望了住琼全国政协委员、白沙黎族
自治县打安镇政府三级主任科员羊风
极。羊风极向调研组一行讲述了自己在
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农业界、社会福
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上向习近平
总书记汇报工作的情况。

毛万春指出，白沙要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
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推动农
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 下转A03版▶

毛万春到白沙调研时强调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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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 10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吴盛龙）海南日报记者4月
10日从中国海油海南分公司了解到，该
公司建设的环海南岛海上天然气生产集
群持续加大开发生产力度，天然气日产
能突破2000万立方米，创历史新高。标
志着中国海油在海南岛周边海域建成国
内最大海上气田群，海南成为国内油气
供应重要基地。

统计数据显示，我省今年前两月石
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
1264.2%，拉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7.7%，成为推动海南经济增长的
新引擎。这得益于去年6月正式投产的
我国首个自营超深水大气田“深海一号”
平稳运行。

“高素质人才队伍和先进的科研理
论体系是破解海洋油气资源勘探开发难

题的关键。”中国海油海南分公司党委副
书记熊建国告诉记者，4 年来，超过
2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海洋油气产业
相关科技工作者、技术工人和国有企业
管理人员到海南安家，加入推动海南油
气大勘探、大开发进程的队伍中，发现并
推动我国海上最大高温高压整装气田东
方13-2气田和我国首个1500米级超
深水大气田“深海一号”相继投产，为我
国海洋石油工业向更深更远延伸奠定了
基础。

目前，中国海油在陵水、东方、乐东、
崖城和文昌海域已建成国内最大海上天
然气生产集群，该集群由16座海上平
台、3个陆地终端和若干水下生产装置
组成。在满足海南民生及工业用气的基
础上，还通过一条长度超过700公里的
海底管线向珠海、香港等地供气，满足粤

港澳大湾区的用能需求。
此外，为满足油气产业下游用户不

同需求，中国海油海南分公司在2021年
建成我国首个海上智能气田群-东方气
田群的基础上，持续优化完善“多气源联
网产供气在线仿真及调度决策系统”，可
根据下游用户需求实现对海上来气的精
准调配，通过建立一张“大网”保持供需
动态平衡。

熊建国表示，公司正在海口西海岸
建设相关海洋油气开发总指挥部基地，
结合上个月正式投用的首个智能深海油
气保障仓储中心和已经完成二期建设的
马村综合性油气勘探开发支持服务码
头，中国海油以海南为支点挺进深远海
的物资基础不断强化，向着建成万亿大
气区并助推海南自贸港高质量运转的目
标大步迈进。

环海南岛海上天然气生产集群日产能超2000万立方米

海南加快建成国内油气供应重要基地

扫码看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快建设全国
统一大市场的意见》

本报海口4月 10日讯（记者梁振
君）制度集成创新贯穿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始终。海南日报记者4月10
日从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获悉，
《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集成创新行动方
案（2020—2022年）》自2020年10月印
发实施以来，截至目前已经完成和基本
完成的任务有44项，完成率达73.3%。
此外，我省累计发布制度创新案例13
批 123 项，其中 5 项案例获得中央肯
定、6项案例得到国务院大督查全国通

报表扬。
近年来，海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

“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工作方针，深挖改
革潜力、助推改革推进、倒逼改革落地，
推动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社会治理水平
不断提升、市场主体活力不断增强。

2019年2月至今，按照“首创性、已
实施、集成性、可复制”原则，经省委深改
委会议审议，我省正式对外推出了13批

共123项制度创新案例。其中5项获中
央领导批示肯定；4项入选国务院自由
贸易试验区第六批改革试点经验，面向
全国复制推广；6项得到国务院大督查
通报表扬。1项入选国务院自由贸易试
验区港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第四批“最
佳实践案例”。1项入选国务院服务贸
易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第二批“最
佳实践案例”。

高位统筹，发布实施三年制度集成
创新路线图。 下转A06版▶

制度集成创新贯穿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始终

海南自贸港制度集成创新行动方案任务完成逾七成

对外推出了13批共123项制度创新案例

5项获中央领导批示肯定

4项入选国务院自由贸易试验区第六批改革试点经验
面向全国复制推广

6项得到国务院大督查通报表扬

《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集成创新行动方案（2020—2022年）》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18个重点领域

提出60项制度集成创新工作任务

截至目前已经完成和基本完成的任务有44项
完成率达73.3%

其
中

制图/张昕 中国“动态清零”
焦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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