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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渝不渝我心向
琼崖革命先辈的入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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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
日就研究吸收网民对党的二十大相关工
作意见建议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党的二
十大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围绕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相关工作开
展网络征求意见，是全党全社会为国家
发展、民族复兴献计献策的一种有效方
式，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体现。

这次活动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热情关注、
积极参与，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
见和建议，有关方面要认真研究、充分吸
收。要总结这次活动的成功做法，走好
新形势下的群众路线，善于通过互联网
等各种渠道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更好倾
听民声、尊重民意、顺应民心，把党和国
家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今年2月重要指

示精神，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网络征求
意见活动于4月15日至5月16日开展，
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所属官网、新闻客户端以及“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分别开设专栏，听取全社会
意见建议。活动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广泛
关注和参与，累计收到网民建言超过
854.2万条，为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提供
了有益参考。

习近平就研究吸收网民对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
意见建议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善于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更好倾听民声尊重民意顺应民心

■ 人民日报记者 温红彦 杜尚泽 廖文根
刘维涛 张炜 张洋 李林宝 李翔 宋静思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先后部署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
5次党内集中学习教育，频度之密、力度之大、成
效之显著，放眼百年党史都不多见。

在全党开展集中学习教育，是我们党推进自
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也是一条重要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先后开展一系列集中学习教育，一个重要目的就是
教育引导全党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
个根本问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紧扣这个根本问题，直面新形势新任务新挑
战，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次集中学习教育一脉相
承、次第展开，环环紧扣、层层深入：

——2013年6月开始，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
要内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自上而下分
两批开展；

——2015年开始，围绕“严以修身、严以用权、
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要求，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
展，推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延展深化；

——2016年开始，“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
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党
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
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

——2019年5月底开始，以“守初心、担使命，找
差距、抓落实”为总要求，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
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全党开展；

——2021年开始，党史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
要求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5次集中学习教育，每一次都是理论武装的
重要课堂，每一次都是自我革命的生动实践，每一
次都是凝心聚力的奋进号角。

初心如磐，信念如山。党的各级组织深入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广大党员、干部在学习热潮
中接受全面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淬炼、精神洗礼，
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党始终保
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
斗力，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推动党和人民事业
实现大发展大进步。

强化理论武装——
“党的历次集中教育活动，都以

思想教育打头，着力解决学习不深
入、思想不统一、行动跟不上的问
题，既绵绵用力又集中发力，推动全
党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团结、行动上
一致”

中国共产党是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党。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广场上，一座名为《信仰》的雕塑

矗立，71位不同历史时期的共产党员庄严宣誓，神情坚毅、身
姿挺拔。

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

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

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
2013年 6月，党的十八大以后第一次党内

集中学习教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开始。同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在教育实
践活动中联系的河北省，全程参加并指导省委
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会上，总书记用“温
水煮青蛙”的故事告诫党员干部警惕理想信念
的动摇。

语重心长，振聋发聩。
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

坡是最危险的滑坡。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历次集中学习教育，

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
梁——

在重温入党誓词、重忆入党经历中，强化宗旨
意识，提振担当作为的精气神；

在学习党史、叩问初心中感悟传承，立志做党
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

在专题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上受到严
肃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自觉做到信念坚定、对
党忠诚；

在为群众办实事、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上用
心用情用力，把理想信念转化成为民造福的实
际行动。

…………
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定的理想

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
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
克思主义行！”

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我们党的鲜明特
色和光荣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历次集中教育活动，
都以思想教育打头，着力解决学习不深入、思想不统
一、行动跟不上的问题，既绵绵用力又集中发力，推
动全党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团结、行动上一致。”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一场场集中学习教
育中，自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不断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
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
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
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新的飞跃。

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带着责任学、带着
问题学，广大党员、干部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
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
统一行动；

中心组学习、举办读书班、集中交流研讨等常
态化学习形式并用，全党掀起学习热潮，推动学习

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广大党员、干部全面系统学、及

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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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罗霞）6
月26日，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以下简称第二届消博会）迎来倒计时
30天，最新参展企业及品牌名单公布。
根据名单，本届消博会8大展馆将汇聚
全球众多消费精品和首发首秀新品。

第二届消博会由商务部和海南省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7月26日至30日
举行（7月25日晚上举行开幕式），主题
为“共享开放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展会将继续坚持“精品路线”定位，更
加聚焦全球消费精品和首发首秀新
品，汇聚全球头部品牌和专业采购商，
力争打造成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促进内外市场相通、畅通国内国际双
循环、促进消费升级和消费回流、引领
全球消费时尚的重要平台。

本届消博会展览总面积将由首届
的8万平方米扩至10万平方米，分国
际展区和国内展区，将实现100%特装
搭建。国际展区总面积8万平方米，占
参展总面积的80%，包括6个展馆。其
中，1号馆至5号馆为独立品牌展区，6
号馆为双循环买全球展区。国内展区
总面积2万平方米，包括2个展馆，分别
是7号馆的省区市展区和8号馆的国货
精品展区。其中，省区市展区1.5万平方
米，全国31个省区市均确认参展。

根据第二届消博会最新参展企业及
品牌名单，瑞士历峰集团、英国戴比尔斯
集团、法国开云集团旗下品牌Qeelin、
瑞士斯沃琪集团、法国欧莱雅集团、美国
雅诗兰黛集团、日本资生堂集团等一大
批国际知名企业和品牌将亮相。经统
计，截至目前，第二届消博会国际展区已
确认了700余个参展企业、超过1300个
参展品牌，涵盖全球57个国别和地区；
在国内展区，片仔癀、科大讯飞、华熙生
物、钟薛高等品牌已确认参展。

本届消博会专业观众日为7月26
日、27日、28日，社会公众开放日为7月
29日、30日。

第二届消博会最新参展企业及品牌名单公布

8大展馆汇聚全球消费精品

在历史发展关键当口引领前进方向
——记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系列活动

紫荆花永远盛开
■ 钟华论
（A12版）

（A11版）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罗霞）
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下
简称第二届消博会）较首届消博会有
何亮点？6 月 26 日公布的第二届消
博会组织筹备工作最新情况显示，
第二届消博会将继续坚持“精品路
线”定位，更加聚焦全球消费精品和
首发首秀新品，汇聚全球头部品牌和
专业采购商，在参展头部品牌、新品
首发首秀、重点配套活动等方面亮

点纷呈。

新增细分行业的全球头
部品牌

经统计，截至目前，第二届消博会国
际展区已确认了700余个参展企业、超
过1300个参展品牌，涵盖全球57个国
别和地区。

本届消博会新增了许多细分行业

的全球头部品牌，这些品牌将携优质特
色精品首次亮相消博会。例如，香化行
业的美国雅诗兰黛、科蒂集团、日本高
丝，箱包行业的美国途明，服装行业的
法国卡尔拉格斐，营养健康产业的大
冢中国投资，保健品行业的澳大利亚
纽新宝，海钓行业的日本达亿瓦，珠宝
行业的香港谢瑞麟，汽车行业的意大
利法拉利和玛莎拉蒂，家居行业的瑞
典海丝腾， 下转A02版▶

第二届消博会将呈现多个亮点——

精品新品多 活动丰富多彩

近日，远眺正在建设中的G15沈海高速公路海口段项目。截至目前，该项目路基工程完成
99%，桥涵工程完成99%，正在开展路面工程施工，力争今年底通车。

据了解，该项目是海南省高速公路连接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唯一通道，全长13.727公里，采用双向
6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全线采用桥梁高架方式布设。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沈海高速海口段项目路基工程接近尾声

一线直击

前5月海南经济发展恢复势头逐步显现
投资结构持续改善，外资外贸保持快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总体稳定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记者陈雪
怡 通讯员姚洁斯）1月至5月，海南坚
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全省投资结构
持续改善，外资外贸保持快速增长，居
民消费价格总体稳定，主要指标有所
改善，经济发展恢复势头逐步显现。
这是海南日报记者6月26日从省统计
局了解到的。

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产业投
资占比提升。1月至5月，全省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7.4%，其中非房地产
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3.3%，占固定资产
投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3.4个百分
点。全省产业投资（不含房地产开发）
同比增长21%，高于投资增速13.6个
百分点，占全省投资比重较去年同期
提高3.6个百分点，对投资增长贡献率

达到80.7%。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8.9%，高于投资增速1.5个百分点，占
全省投资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0.3
个百分点。

当月市场销售有所恢复，基本生
活消费稳定增长。5月，全省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环比增长19.1%。1月至5
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13.96
亿元，同比下降7.5%。

工业生产小幅下降，部分产品产量
保持增长。1月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下降2.0%。其中，规模以
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1%。
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15.3%，股份制企业增长2.0%。从主
要工业产品产量看，饲料同比增长
8.9%，机制纸及纸板增长11.6%，精甲醇

增长38.8%，合成纤维单体（PTA）增长
19.2%，汽车增长135.3%。全省出口交
货值同比增长25.5%，增速较去年同期
提高24.6个百分点。

金融市场总体平稳，民生支出保障
有力。1月至5月，全省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372.84亿元，同比增长3%。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97.69亿元，同
比增长3.4%，其中民生支出589.24亿
元，增长9.3%。5月末，金融机构本外
币贷款余额10819.86亿元，比年初增
长 2%；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11626.56亿元，比年初增长2.5%。

货物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利用
外资增长加快。1月至5月，全省货物
进出口总额 745.73 亿元，同比增长
61.4%。 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