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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6月9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在四川考察时强调，要坚决贯彻党
中央决策部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
展格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保持经济稳定发展，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力谱写
四川发展新篇章，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6月8日，习近平在四川省委书记王
晓晖、省长黄强陪同下，先后来到眉山、
宜宾等地，深入农村、文物保护单位、学
校、企业等进行调研。

6月1日，四川雅安发生6.1级地震，
习近平当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四川省
委和省政府全力做好抢险救灾，安抚遇
难者家属，及时救治受伤群众，安排好受
灾群众生活，注意防范次生灾害，抓好灾
后重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中央有关部门立即启动国家地震三级应
急响应，四川省委和省政府迅速组织开

展抗震救灾工作，抢通生命通道，全力以
赴做好伤员救治工作，及时转移和安置
受灾群众。目前灾区群众绝大多数已返
回家园，四川终止了省级地震三级应急
响应，转入恢复重建阶段。

考察期间，习近平十分牵挂受伤人
员的救治和灾区人民生产生活，详细了
解抗震救灾进展情况，叮嘱四川省委和
省政府继续做好伤员救治，加强受灾群
众心理疏导，做好遇难者善后处理及其
家属安抚工作，稳妥安置受灾群众，保障
基本生活物资供应。要做好恢复重建规

划，抓紧实施，帮助受灾群众尽早恢复正
常生产生活。

8日上午，习近平来到眉山市东坡
区太和镇永丰村考察调研。永丰村依托
水稻产业和技术优势，建成了全省规模
最大的水稻新品种新技术中试基地。在
高标准水稻种植基地，习近平听取村整
体情况介绍，对他们坚持粮食种植助力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做法表示肯定。习
近平强调，成都平原自古有“天府之国”
的美称，要严守耕地红线，保护好这片产
粮宝地，把粮食生产抓紧抓牢，在新时代

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
习近平走进试验田，察看水稻长

势。农技人员向总书记介绍水稻试验
育种和种植推广情况。习近平指出，水
稻良种育种周期长，需要反复试验筛
选，我国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付出了艰
辛努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保老
百姓丰衣足食作出了重要贡献，功不可
没。推进农业现代化，既要靠农业专
家，也要靠广大农民。要加强现代农业
科技推广应用和技术培训，把种粮大户
组织起来，积极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

业、高效农业。我们有信心、有底气把中
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习近平十分关心推进乡村振兴情
况。他步行察看永丰村污水处理池和村
容村貌，考察村卫生站，详细了解该村改
善人居环境、做好农村疫情防控等情
况。习近平强调，乡亲们吃穿不愁后，最
关心的就是医药问题。要加强乡村卫生
体系建设，保障好广大农民群众基本医
疗。要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好，团结带
领乡亲们脱贫之后接续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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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四川考察时强调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
在新的征程上奋力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况昌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6月9日，省委常委会
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省委书记
沈晓明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深刻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对进一步
深化中华文明历史研究，增强历史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全省上下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深入挖掘黎族文化等海南特色文化，
大力开展南海海洋文明研究，积极配合

开展水下考古工作，在中华文化保护传
承中展现“海南作为”、贡献“海南智慧”。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会70周年
大会暨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上的致
辞，强调要抓好疫情防控、贸易投资、对
外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等工作，打造更高
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

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第九次全国
信访工作会议精神，扎实开展“百日攻坚
行动”，全面补齐短板弱项，做好积案化
解工作，夯实信访基层基础，依法及时就
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会议听取省纪委监委容错纠错阶段
性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压实各级党委（党

组）主体责任，加强各职能部门协作配
合，解决好“上热下冷”等问题，激励党员
干部担当作为。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要求加
强与各项法规和政策的统筹衔接，推动三
孩生育政策全面落地，积极吸引年轻人来
琼工作定居，促进我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新时代党的民
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要
把民族工作纳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大
局，把教育事业发展作为推动民族地区
振兴的重要工作，夯实基层基础，推动民
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下转A03版▶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深入挖掘海南特色文化
在中华文化保护传承中展现“海南作为”

沈晓明主持

本报海口6月 9日讯（记者李磊）
6 月8日，省长冯飞主持召开省政府专
题会议，研究我省“十四五”用能增量空
间预测及制造业重点项目用能安排有关
事宜，安排部署下一阶段用能工作。

冯飞指出，在开展用能增量空间预

测及制造业重点项目用能安排过程中，
要坚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紧盯能效
指标、单位GDP能耗、全产业链能耗、碳
排放总量等指标，充分用好能耗空间，实
现节能降耗减排。要抓紧形成碳监测评
估体系，加快开展试点，多措并举推动能

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要建立动
态调整机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工作
不断进行完善，牢牢守住生态环境保护
底线。

省领导沈丹阳、倪强，省政府秘书长
符宣朝参加会议。

冯飞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

研究我省“十四五”用能工作
本报海口6月 9日讯（记者陈蔚

林）6月8日，“中青汇”学员论坛在省委
党校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
徐启方出席论坛并讲话。

省委十分关心中青年干部培养，
要求把中青班办成“精品班”。为此，

省委党校制定了提升中青班办学质量
十条措施，“中青汇”学员论坛就是其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论坛以“学习省
第八次党代会精神 加快建设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为
主题， 下转A03版▶

徐启方出席“中青汇”学员论坛时强调

坚定理想信念 练就过硬本领
为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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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总书记考察海南的足迹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时时时评评评 把农业“芯片”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A02版）

■ 本报记者 袁宇

“超出预想！从联系代办公司到办
完全部手续，只用一个星期。”近日，说起
在海南注册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过
程，孟加拉国商人侯赛因·马德·安瓦尔
感慨颇深。他说，从开办企业简单快捷
的过程中，体会到了海南欢迎外国友人
投资的热情。

作为目前唯一的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海南自贸港正成为全球投资的

“新热土”。
截至今年4月底，海南累计有备案

外贸企业3.2万家，是《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发布前的6.2倍。在克
服疫情影响下，今年前4个月，海南实际
使用外资10.4亿美元，同比增长54.8%；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598.4亿元，同比

增长68.8%，增速居全国首位。
外资为何持续加码海南自由贸易

港？持续完善的自由贸易港法治化营商
环境，是中外企业看中这里的重点因
素。积极在海南布局奢侈品消费市场的
瑞士历峰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朗博杰在
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直言，《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以下简称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极大增强了企业在
琼投资信心。

筑牢自贸港制度基石

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离不
开强有力的法治支撑。

2021年6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当日公

布并实施。该法一经颁布，在全国引起
广泛关注。原因无他：国家层面单独为
海南自由贸易港立法，意义重大。

事实上，这部围绕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而出台的原则性、基础性法律，从一
开始就备受重视。

省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4·13”重要讲话以
及中央发布12号文件后，海南省委就
对自由贸易港立法做出重要部署，极力
争取加快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立法
工作。

省委专门成立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协
助调研工作组。与省直单位、专家学者、
有关企业座谈，就有关立法需求进行研
讨论证；赴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三亚等地实地调研，听取各方面立法
建议； 下转A03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实施一周年，为自贸港
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奋楫扬帆立潮头 法治护航勇争先

6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四川考察。这是8日上午，习近平在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考察时，
同村民们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6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四川考察。这是8日下午，习近平在宜宾学院考察时，向
正在参加企业招聘宣讲会的教师、学生、企业负责人了解企业招工需求和毕业生签约率等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海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加快建设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

南繁热土育良种

法治先行
护航自贸港
——海南自由贸易

港法颁布实施一周年特
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