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
让群众更多感受到
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制定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切入整饬作风，以雷霆万钧之势推进反腐败斗争，激荡清风正气、凝聚党心民
心，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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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9月6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
《关于深化院士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关于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工作的意见》、
《关于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
深化改革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
发展的意见》。

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发挥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显著优势，强化党和国家对重大科技
创新的领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围
绕国家战略需求，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强
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大幅提升科技攻
关体系化能力，在若干重要领域形成竞
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要以完善制度、
解决突出问题为重点，提高院士遴选质
量，更好发挥院士作用，让院士称号进一
步回归荣誉性、学术性。要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把节约资源
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推
进资源总量管理、科学配置、全面节约、
循环利用，提高能源、水、粮食、土地、矿
产、原材料等资源利用效率，加快资源利
用方式根本转变。要深化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严格条件、规
范程序，探索解决改革中的深层次问
题。要健全适应乡村特点、优质高效的
乡村医疗卫生体系，让广大农民群众能
够就近获得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
医疗卫生服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韩
正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新型举国体制，要把政府、市场、社会有
机结合起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
机制、协同攻关。要加强战略谋划和系
统布局，坚持国家战略目标导向，瞄准事
关我国产业、经济和国家安全的若干重
点领域及重大任务，明确主攻方向和核
心技术突破口，重点研发具有先发优势
的关键技术和引领未来发展的基础前沿
技术。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建
立权威的决策指挥体系。要构建协同攻
关的组织运行机制，高效配置科技力量
和创新资源，强化跨领域跨学科协同攻
关，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大合力。
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转变
政府科技管理职能，营造良好创新生态，
激发创新主体活力。

会议强调，院士是我国科学技术方
面和工程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称号，两
院院士是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

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推动完
善院士遴选评审机制、优化学科布局、实
行退休退出制度、加强学风作风建设，院
士制度不断完善。要注重在重大科学研
究和国家重大工程中选拔院士，以重大
贡献、学术水平、道德操守为准绳，防止
增选中的不正之风。要加强引导规范，
鼓励和支持院士专心致志开展科研工
作，强化作风学风建设，排除非学术性因
素干扰。要严格监督管理，强化院士科
研伦理和学术规范责任，营造良好学术
和科研环境。广大院士要提高政治站
位，增强责任意识，在主动承担国家急难
险重科研任务、解决重大原创科学问题、
以身作则净化学术环境、培养青年科研
人才等方面发挥好表率作用。

会议指出，节约资源是我国的基本
国策，是维护国家资源安全、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大任
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部署实施全面
节约战略，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利用强
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全社会倡导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推动资源节约集约高
效利用，取得积极成效。要突出抓好能
源、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资源节
约，发挥科技创新支撑作用，促进生产领
域节能降碳。要增强全民节约意识，推
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
奢侈浪费和过度消费，努力形成全民崇尚
节约的浓厚氛围。 下转A02版▶

激荡清风正气 凝聚党心民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述评

我省始终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

提升创新能级 释放发展活力
把制度集成创新
摆在突出位置

多点突破
纵深推进提高创新能级

各类要素
加速向自贸港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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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陈蔚林
特约记者王江顺）9月 6日，省委书记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保护建设工
作。省委副书记、省长冯飞，省委副书
记徐启方等省领导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项目化、清单化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重要讲话
和指示批示精神，是省委、省政府重
中之重的工作。在今年上半年考察

海南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作出重要指
示，全省上下要认真消化吸收，抓好
贯彻落实，齐心协力推动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建设。要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作为推动海南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遵循，努
力探索“水库、粮库、钱库、碳库”的实
现路径，让老百姓守着宝山硕果累
累。要正确处理保护和发展的关系，

坚持保护就是发展、发展为了保护，
实现保护与发展并重。要围绕长臂
猿保护、生态旅游、智慧雨林、科普教
育等领域，着力谋划打造一批标志性
成果，提升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面
向全社会的可及性。要加强组织领
导，完善体制机制，做好机构衔接，充
分调动各方积极性，进一步凝聚合
力，共同推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建设取得新成效。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

研究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保护建设工作
冯飞徐启方参加

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陈蔚林）
9月6日，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徐启
方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2022年第五次
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法治思想
学习纲要》、《习近平关于政法工作论述
摘编》部分篇目、第十四届全国见义勇
为英雄模范表彰大会精神，听取重点工

作汇报，审议有关行动方案，研究部署
下一阶段工作。省领导闫希军、张毅参
加会议。

会议指出，近期，全省政法机关高
效统筹疫情防控和政法工作，为应对重
大疫情、保障重要活动、推进自贸港建
设提供了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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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政法委2022年第五次全体会议召开
徐启方主持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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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9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强调

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工作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林书喜
邵长春 陈雪怡

当前我省本轮疫情防控工作进入
扫尾阶段，部分市县已实现高质量社
会面清零，逐步转入常态化疫情防
控。连日来，海南多地多个重点园区、
重点项目、重点企业克服多重困难，开
足马力实现产业链有序复工，“拉快”
复工进度条。

多市县调整防疫政策
加快员工返岗

9月5日，文昌市发布通告进一步
调整省内各市县来（返）文昌人员查验
工作，海南勤富集团有限公司员工的
返岗步伐也加快了。

“此前受疫情影响较大，公司生产
运转只能靠文昌本地员工，人手有限，
产能也减少了30%左右。”海南勤富集

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云峰介绍，不仅
是公司员工，客户、验货人员、银行人
员、设备厂家等都无法来（返）文昌，企
业销售物流、投资建设等方面都受到
影响。

勤富集团的罗非鱼产品远销全世
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文昌防疫政
策的调整，对于企业复工复产是不小
的助力。”周云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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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多个市县重点园区、重点项目、重点企业复工复产

开足马力 按下生产快进键

9月6日上午，三亚崖州区坡田洋上数辆拖拉机来回旋耕，将田菁成片粉
碎、压青还田，提升土地肥力。据悉，崖州区组建工作专班统筹农业复工复产，为
重点田洋提供统一耕作服务，助力种好今冬明春瓜菜。

文/本报记者 周月光 图/见习记者 王程龙

三亚崖州区：

埋绿肥 种瓜菜

本报海口9月 6日讯（记者李磊）
9月6日晚，省长、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总指挥冯飞在海口
先后主持召开省疫情防控专题调度会、
三亚疫情防控工作碰头会，调度社会面
清零或无疫情市县复工复产等工作，部
署三亚市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

在省疫情防控专题调度会上，冯飞指
出，全省各市县要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
工作，严格落实常态化核酸检测等防控措
施，对零星散发疫情做到及时发现、快速

处置。社会面清零或无疫情市县要以分
区、分级、分类的工作思路推进企业复工
复产，紧盯年初确定的目标，直面困难和
挑战，畅通产业链、供应链，打通物流堵
点，确保企业尽快实现达产满产；农业领
域要抢抓农时，利用网络平台销售等多种
方式，及时解决农产品在销售、流通环节
遇到的难题，保障农民稳产增收。

冯飞在三亚疫情防控工作碰头会上
要求，疫情越到收尾阶段，越要提高警惕、
严防死守。要继续紧盯“防反弹、全面清

零”目标，精准分析疫情形势，迅速剿灭
“残敌”，巩固扩大战果，尽快实现高质量
社会面清零。要持续做好查缺补漏工作，
加强大数据排查和社会管控，做到核酸检
测应检尽检、不漏一人。要提前谋划、尽
早部署复工复产、开学返校等工作，确保
各环节有序高效衔接。在中秋节来临之
际，要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加强对隔离人
员、工作人员、志愿者的人文关怀。

省领导沈丹阳、周红波、王路、倪强，
省政府秘书长符宣朝分别参加上述会议。

冯飞主持召开省疫情防控专题调度会等会议时要求

持续发力巩固防控成果 高效统筹推进复工复产

9月5日，在儋州市白马井镇，消防员党员突击队开展防疫消杀工作，助力复工复产。
当前，儋州确保“露头就打”的工作机制顺畅高效运行，同时捞干筛净风险源，坚决阻断疫情
传播链。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梅思程 图\文

儋州白马井镇：

全面消杀在行动

快速响应
全力救灾
——四川甘孜

泸定县6.8级地震
救援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