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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南文昌4月14日电（记者
梅常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2日到文昌航天发
射场视察，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发
射场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四月的海南，满目青翠，生机盎然。
下午3时30分许，习近平来到文昌航天
发射场。在椰林映衬下，一座现代化的
发射塔架巍然矗立。习近平结合展板听
取发射场基本情况、执行任务情况和后
续发展规划汇报，察看发射塔架等设施
设备。得知发射场成立以来，出色完成
长征五号、长征七号火箭首飞等一系列
重大航天发射任务，成功将空间站天和

核心舱、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天问一号
火星探测器送入太空，开创了我国一箭
22星新纪录，习近平对他们取得的成绩
表示肯定。

随后，习近平依次来到航天器总
装测试厂房和火箭水平测试、垂直总
装测试厂房，详细了解有关任务准备
情况。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亲切接
见发射场官兵代表，同大家合影留
念。习近平强调，文昌航天发射场是
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发射场，
是我国深空探测的重要桥头堡，在我
国航天体系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和作

用。要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载
人航天精神，坚持面向世界航天发展
前沿、面向国家航天重大战略需求，强
化使命担当，勇于创新突破，全面提升
现代化航天发射能力，努力建设世界
一流航天发射场。

习近平强调，按照既定部署，今年我
国将完成空间站建造任务，天舟四号、五
号货运飞船和问天、梦天实验舱将从文
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要精心准备、
精心组织、精心实施，确保发射任务圆满
成功，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张又侠等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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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文昌航天发
射场视察，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发射场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这是习近平发
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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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有关情况汇报，察看发射塔架等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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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文昌航天发
射场视察，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发射场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这是习近平来
到技术测试厂房，详细了解有关任务准备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中共中央批准
杨晓和同志任中共海南省委常委

中共中央日前批准：杨晓和同志任中共海
南省委委员、常委。

中共海南省委决定
杨晓和同志任中共儋州市委书记、

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委书记
中共海南省委日前决定：杨晓和同志任中

共儋州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洋浦经济开发区
工委委员、书记。

本报海口4月14日讯（记者况昌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4月14日，省委常委会
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充
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的重大意
义，深入学习宣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加
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
放的示范和展示中国风范的靓丽名片。

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省委副书记、省长冯飞，省政协主席毛万
春，省委副书记李军及其他部分省领导
作学习交流发言。

沈晓明表示，在全岛封关运作准备工
作加快推进的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
亲临海南考察指导，并发表了立意高
远、思想深刻、内涵丰富的重要讲话，赋
予海南新的使命，提出更高要求，意义重
大、影响深远，进一步凸显了海南在全国
改革开放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坚定了
全省上下建设好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

信心和决心，凝聚了协同推进自由贸易
港建设的强大合力，是海南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根本遵循和
行动指南。

就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沈晓明代表省委常委会提
出九方面要求。一要迅速组织学习宣
传，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性，掀起新一
轮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热潮。二
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动摇，矢
志不渝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积极推进制度集成创新，加快全岛
封关运作准备工作，打造国内国际双
循环的重要交汇点。三要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动四
大主导产业和“陆海空”三大未来产业
发展，加快推进“三极一带一区”区域协
调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四要牢
记“国之大者”，保护和利用好热带雨林
资源，发展生态和全域旅游，争当“双
碳”工作优等生，高质量推进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建设。五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全面振兴有效衔接，办好民生
实事，传承和弘扬黎苗文化，实现共建
共享、共同富裕。六要高度重视精神文
明建设，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守好意识形态防
线，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七要统
筹好发展和安全，加强协同协作，用好
科技手段，一体部署政策落地与风险防
控，一体推进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坚
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八要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夯实基
层基础，提升干部素质和能力，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高质量党建
引领自由贸易港建设。九要大兴调查
研究之风，沉到基层一线深入全面了解
情况，破解发展难题。

省委常委出席，部分现职省级领导
列席会议。

（学习交流发言摘登见A03版）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沈晓明主持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在
全省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必定有我

牢记嘱托
踔厉奋发开新局

（A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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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赵鹏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自1988年建省办经济特区，全国最
大的经济特区走过了34年；自宣布启动
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至今已有4年光景。海南，
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

“到海南来，不断听到‘4·13’这个
词。巧合的是，四年前的今天也在海南，
赋予了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
责任和使命。”吹响了改革开放新号角的
这一天，正是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大会召开之日。

2022年，当再一次来到海南，蓝图
一个个落地，时光里的发展变化令人感
叹。习近平总书记观感深刻：“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进展明显，整体推进蹄疾步
稳、有力有序。”

行走海南，从三亚北纬18度的阳
光，到五指山海拔1867米的绿色海洋，
再到洋浦经济开发区114.78平方公里
涌动的蓝色经济。4年时间，最美的图
画，徐徐铺展。

“上世纪80年代在厦门工作期间，
开展了厦门市1985－2000年经济社会
发展战略研究，提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
把厦门建设成具有自由贸易特征的多功
能经济特区的设想。我较早研究自贸港
问题并推动某些政策在厦门实施。”

彼时，中国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
今天，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时与
势，将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任务交到了海
南手中。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期待：“由海
南来完成这项历史性任务，这也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建设的一个战略
安排，不断摸索、大胆试验，现在蹚出来
一条路子。”

北纬18度：光和热的故事
“专注做好自己的事，一心

一意走自己的路”

10日下午，考察第一站，三亚。
宁远河东侧，地处北纬18度的冲积

平原聚满光和热。
“过去这块地打算用于旅游开发，您

在2018年讲话要求集聚创新要素，那之
后花了很多心思转型发展。”海南省负责
同志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

2019年启动建设，布局南繁科技和
深海科技两大板块。在这里，总书记细
致端详规划布局：“一个立足温度，一个
立足深度。方向选得好。”

一栋栋不起眼的小楼，揭榜挂帅，酝
酿着一场静水深流的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其中一栋，崖州
湾种子实验室。60后的院士和90后、

00后的高校学子在同一个屋檐下钻研，
新时代的育种人来自大江南北。

自上世纪50年代建立全国育种基
地，如候鸟迁徙的老南繁人都吃过当年
的苦，“一边当农民，一边搞科研”“躬身
背麻袋，返乡路迢迢”。

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也
是农业的“芯片”。刚到梁家河，年轻
的习近平就被派往制种站学习良种繁
育，“农民说，‘好儿要好娘，好种多打
粮’，‘种地不选种，累死落个空’”。再后
来到正定工作，“每年正定都到这里繁育
种子，现在种子谱系更全面。”

从单纯育种向种业全产业链转变，
共享平台也日臻完善。现场介绍情况的
杨维才院士生动形容，种业从1.0发展
到了3.0阶段。

“我一直关注南繁科研育种，要科学
谋划加快推进，建设成服务全国的南繁
硅谷。”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这件事
有养育中华民族的战略意义。”

谁来养活中国，曾是昨天的难题，也
是今天和明天须臾不可松懈的重大课
题。总书记谈到这件事：“只有用自己的
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
能实现粮食安全。种源要做到自主可
控，种业科技就要自立自强。”

同一片田野上，播撒着一代代的希
望。4年前深入南繁，习近平总书记在
田垄上听袁隆平老先生讲稻谷。往事历
历在目。“我们要弘扬老一代科技工作者
的精神，袁隆平同志是一个楷模。实际
上像他这样的还有很多人，埋头苦干、默
默耕耘、十年磨一剑，久久为功。”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植物遗传育
种学家谢华安、玉米育种专家程相文、中
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李登海、中国抗
虫棉之父郭三堆、甜瓜大王吴明珠……
个个怀揣热情，在这里留下足迹。

参观结束即将上车离开，总书记对
杨院士说：“担子很重，成功啊！”

不远处的一栋楼，是中国海洋大学
三亚海洋研究院。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
见到了一群深海人。

空、天、地、海，驰骋才干。埋头科研
的他们，向总书记汇报了推动民族复兴
的深海力量。

“深海一号”作业平台，茫茫大海上的
“舟楫”。视频连线时，高悬的“碧海丹心
能源报国”横幅，昭示着深海人的热血。

“海洋，我历来是关心的”。在福州，
习近平同志提出建设“海上福州”战略构
想，到福建省后提出了“海洋强省”战
略。再后来到中央工作以后，提出建设
海洋强国。习近平总书记思虑深远：“现
代化的国家是什么样的，不仅是一个陆
地强国，也是一个海洋强国，一个陆海兼
修的现代化强国。”

“用我们自己制造的装备，开发我们
的油气，提高我们的能源自给率，保障我
们的能源安全。这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
的事情。”

“制造水平体现在海洋装备上。中
国一定要把制造业抓在自己手里。14
亿多人口的大国，靠别人是不行的，只能
靠我们自己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

百年变局之下，粮食安全、能源安
全，举足轻重。“靠自己”的战略定力，是
在“改革开放试验田”考察首日，传递的
一份鲜明讯息。

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我们开放
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同时一定要定下
心来，一心一意走自己的路，而且要建立
这样的一种自信，就是我们一定会把自
己的事业办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海拔1867米：人和自然的故事
“过去身在宝山空手而归，

现在身在宝山硕果累累”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
清。”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山林蓊郁，
沁人心脾的绿扑面而来。11日，习近平
总书记乘车沿蜿蜒山道，深入五指山片
区。

仰望一棵棵参天古树，阳光在密密
匝匝的树叶间跃动，斑驳树干见证时间
的川流不息。

“同行一公里，总书记的脚步放得很
慢。”负责介绍的公园讲解员对一幕幕记
忆深刻，“他不时驻足观察周边的树木，
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空中花园”争奇斗艳，鸟巢穴、蝴蝶
树、根抱石、雨林绞杀……有自然之器
具，有粲然之文秀。习近平总书记不由
感叹：“植物的科普馆啊！”

“海南热带雨林不是光属于海南，是
属于全国人民的，是属于地球的，是国
宝。”

党的十八大后，饱含着大历史观的
生态保护工作成为大国之重。国家公园
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15年
启动试点，2021年正式设立第一批5家
国家公园。

“当年大炼钢铁，把树砍光了。之后
为了经济增长，一些地方又不惜代价。
自然界的命运和人类息息相关。我们是
在为历史、为民族做这件事。要跳出海
南看这项工作。”

水满乡毛纳村，大山深处的黎族村
寨。村里有一条国家公园分界线。园
内，是村寨的林田；园外，有村民的房。

村民们自称“公园人”。
下转A02版▶

“探索试验蹚出来一条路子”
——记习近平总书记赴海南考察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