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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关于
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俄汉、法汉、
西汉、日汉对照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
社出版发行。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
摘编》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辑，分9个专题，系统收录了习近平同志
围绕尊重和保障人权发表的一系列重要
论述。该书俄汉、法汉、西汉、日汉对照

版和此前出版的英汉对照版，对于国内
外读者深刻理解习近平有关重要论述的
丰富内涵，深入了解中国尊重和保障人
权的伟大实践，增强当代中国人权观的
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
多语种对照版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9月 7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威廉·萨莫伊·鲁
托，祝贺他当选肯尼亚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肯友谊源远流
长，近年来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我
高度重视中肯关系发展，愿同鲁托总

统一道努力，推进中肯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
民。

习近平向肯尼亚当选总统鲁托致贺电

本报海口9月 7日讯 （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9月7日，省委书记
沈晓明主持召开复工复产调研座谈会，
强调要高效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进一步完善服务企业机制和
助企纾困政策，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座谈会上，来自农业、工业、旅游业
和现代服务业领域的8家企业代表发
言，就复工复产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提出了意见建议。

沈晓明对全省企业支持配合疫情防
控工作表示感谢。他指出，疫情影响的

先是人流、后是物流，疫后恢复的先是物
流、后是人流，因此疫情对靠人流“吃饭”
的海南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冲击较大，
但是省委、省政府有信心、有能力和大家
一起突破重围，尽快从疫情带来的困难
中走出来。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完
善服务企业机制，组成专门服务小组，常
态化听取企业意见，帮助企业解决困
难。要坚持问题导向，制定面向所有企
业的综合性纾困政策，加强政策宣传推
广，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同向发力、共渡难关。要进一步发挥企

业的主观能动性，统筹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工作。

针对企业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困难，
沈晓明要求及时解决交通运输、人员流
动等问题，让采购商能够直达田间地头，
推动农产品销售，尽可能减少农民损
失。要支持企业做好疫情防控，针对员
工较多的企业要提供上门核酸采样等服
务。要加强银企对接，加快清理拖欠企
业账款，健全复工复产保险机制，多措并
举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问题。

省领导沈丹阳、巴特尔参加座谈会。

沈晓明主持召开复工复产调研座谈会时强调

完善服务机制 健全纾困政策
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本报海口9月 7日讯 （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9月7日，省委书记
沈晓明在海口市为圆满完成任务、即将
离琼返苏的江苏省援琼医疗队送行，代
表省委、省政府和海南人民向援琼医务
人员致以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海南本轮疫情发生后，江苏省派出
由卫生监督和流调队、核酸检测队、核酸
采样队、方舱医疗队等4支队伍共1774
人组成的援琼医疗队。其中，方舱医疗

队517人接管了海南最大的儋州二号方
舱医院，累计收治新冠患者1987人。9
月6日，儋州二号方舱医院圆满完成任
务正式休舱。

欢送仪式上，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
府向江苏省援琼医疗队赠送锦旗。江苏
省援琼医疗队总领队石志宇、援儋方舱
医院领队占伊扬分别发言。

沈晓明表示，在海南疫情最吃紧
的时候，江苏省援琼医疗队受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和江苏省委、省政府派
遣，来琼与海南人民并肩作战，方舱医
疗队日夜奋战、不辞辛劳，精心医治患
者，大家的付出海南人民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沈晓明最后说：“海南人淳
朴、厚道、懂得感恩。临别之际，我再
代表海南人民说一句：辛苦你们了，谢
谢你们了！祝大家归途顺利、中秋快
乐。”

省领导巴特尔参加欢送仪式。

沈晓明在海口欢送江苏省援琼医疗队

新华社北京 9 月 7 日电 9 月 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巴西总统博
索纳罗致贺电，祝贺巴西独立 200
周年。

习近平指出，巴西是西半球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走独立自主

的和平发展道路，在地区和国际事
务中发挥重要影响。不久前，我同
博索纳罗总统共同出席了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推动金砖合
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世界和平发展
贡献力量。

习近平强调，近年来，在双方共
同努力下，中巴关系平稳发展，务实
合作成果丰硕。我高度重视中巴关
系发展，愿同博索纳罗总统一道努
力，推动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
断深入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就巴西独立200周年
向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致贺电

■ 本报评论员

“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祝你
们归途顺利！”“欢迎常到海南来！”随着
海南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在胜利的
曙光中，圆满完成援助任务的援琼医疗
队队员陆续踏上归途。驻地、机场、港
口，一面面锦旗、一束束鲜花、一阵阵掌
声……海南人民用各种形式热切表达对
驰援英雄们的赞扬与祝福，表达内心最
深最重的感念与敬意。

疫情凶险，人间有爱。白衣为甲，逆
行出征。8月初暴发的这轮新冠肺炎疫
情，让海南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在
疫情防控最吃紧的关键时刻，全国四面
八方的白衣战士挺身而出、南下驰援，与

海南人民并肩战斗在抗击疫情的最前
沿。经过连续多日拼搏、苦战，海南疫情
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疫情进入了收尾阶
段。取得这样的战“疫”成果，驰援而来
的白衣天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
是他们不远千里、奔赴驰援，为海南抗击
疫情注入了强劲力量，为海南迅速战胜
疫情增添了底气和信心。

同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从核酸
采样、核酸检测到流调督导，从医疗救
治、疫病防控到工程搭建……在形势异
常复杂严峻的抗疫“战场”上，在生死时
速的生命通道上，驰援英雄们克服诸多
困难，夜以继日、顽强工作，用血肉之躯
助力筑牢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用专
业、仁心托起一次次生的希望。在定点

医院，在方舱医院，在集中隔离点……一
个个拼搏奋战的身影、一件件汗水浸透
的衣衫、一幕幕争分夺秒的场面、一个个
救死扶伤的故事，温润人心，感人肺腑，
催人奋发。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面对高
强度、高风险的防控救治任务，驰援英雄
们义无反顾、毫无畏惧，勇于担当、敢于
奉献，彰显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同
胞情义、“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
念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
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健康所系，性命相
托。”用生命守护生命，用汗水践行誓言，
用担当书写大爱，驰援英雄们不愧为时
代的勇士、光明的使者、最美的身影。

下转A02版▶

向驰援英雄致敬

本报海口9月7日讯（记者李磊）9月
7日上午，省长冯飞在海口主持召开省政
府专题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的
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全省常态化疫情
防控背景下复工复产和经济发展工作。

会议听取了全省复工复产总体工
作、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实现年初既定
目标、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专项
债券资金使用等情况的汇报，部署下一
步工作。海口、儋州分别汇报本地复工

复产工作推进情况。
冯飞指出，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及时调整工作重点，紧盯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增长目标不放
松，以分区、分级、分类的思路加快推进
复工复产，尽快恢复发展常态，全力冲刺
全年目标任务。要加强服务保障，开展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系列服务活动，及时
解决岛内物流和人员返岗中存在的堵点
卡点，帮助企业实现达产满产。要结合
中央有关部署要求，及时制定出台我省

超常规稳住经济大盘行动方案的升级
版。要精准施策，农业领域要加强统筹
协调，拓宽市场渠道，及时解决农产品销
售等环节存在的难题；工业领域要聚焦
石化新材料、风电等行业，加快推动新建
项目投产，并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以增量
型项目带动经济发展；服务业要坚持促
进创新发展和强化监管规范并重，结合
实际挖掘创造更多新增长点。

省领导沈丹阳、刘平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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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求

加快推进复工复产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本报海口9月7日讯（记者李磊）
9月7日，省长冯飞在海口主持召开七届
省政府第106次常务会议，研究进一步
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加强新时
代老龄工作等内容。

会议讨论了《海南省进一步盘活存
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实施方案（送审
稿）》，指出要深刻认识在当前经济背景
下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
意义，高度重视我省存量资产的盘活工

作，在细化、项目化上下功夫，增加项目
数量，提高项目质量，善用PPP模式、
REITs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项目
建设运营，努力实现破题发展。

会议讨论了《中共海南省委 海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实
施意见（送审稿）》，指出要高度重视并全
面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系统谋划推进我省老龄工作向主动应对
转变，通过结构等方式解决养老服务设

施不足的问题，补齐养老服务的短板，大
力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还审议了《关于加强城市更新
规划和用地保障的若干意见（试行）》，讨
论了《2022年度海南省市县高质量发展
综合考核评价方案（送审稿）》《关于在海
南自由贸易港取消乙级水利工程质量检
测单位资质认定等6项行政许可事项的
决定（草案）》《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市场
准入承诺即入制管理规定（草案）》。

冯飞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等工作

本报海口9月7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叶晓敏）海南日报记者9月7日
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该厅已发布海南
省交通运输系统助力复工复产18条措
施，要求发挥好交通运输在打赢疫情防
控攻坚战、稳住年底经济大盘、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基本保障作用。

“一手打伞、一手干活”

根据措施，我省将全力做好交通运
输行业疫情防控，分区分级、精准施策，
做好交通工具、机场、港口、码头、服务区

等站场枢纽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各项防
疫措施，严禁客运班车、包车在途经的
高、中风险地区上下客，坚决阻断疫情通
过交通运输传播扩散。

同时全力畅通交通网络加快恢复交
通运输秩序，充分发挥自贸港政策优势，
按照任务清单、项目清单、压力测试清单
分工部署，全力推动全岛封关运作交通
运输领域各项准备工作；进一步扩大政
策优惠面，增强“中国洋浦港”船籍港吸
引力；配合做好“零关税”交通工具及游
艇清单增补和政策调整优化工作，促进
相关产业发展；充分利用第五、第七航权
开放政策优势，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推动
国际客货运航线恢复和加密，有序提高
航班班次和通航范围，研究制定《“低慢
小”航空器活动区域管理办法》，为运输

往来自由便利提供支撑。

全面保障运输通道畅通

道路运输方面，我省交通系统将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九不准”要求，提高防
控措施的科学性、精准性、针对性，防止
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加强交
通防疫检查点管理，根据疫情变化及时
调整管控政策，非必要不设置检查点，最
大限度降低车辆查验对货运物流的影
响；全面保障运输通道畅通，取消对货车
正常通行的限制，力争实现货物运输“零
阻碍”；继续落实应急物资公路运输“三
不一优先”举措，确保农村道路畅通，全
力保障农资农产品等生产生活物资运
输，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下转A02版▶

省交通运输系统出台助力复工复产18条措施

力争实现货物运输“零阻碍”
9 月 7 日，位于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的乐城
大桥加紧施工。作
为我省第一座悬索
桥，施工方努力克服
疫情带来的不便，保
质保量加快进度，目
前大桥所有桥墩桩
基已全部完成，主塔
施工正在加速推进。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乐城大桥
加速推进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近日，在海口国家高新区药谷工
业园齐鲁制药高端智能加工制造中心
项目施工现场，吊车挥舞长臂，施工人
员繁忙有序；

在被称为海南“工业心脏”的洋浦
经济开发区，海南炼化厂区里机器声
轰鸣，目前产能已恢复到了疫情发生
前的90%，有力保障了我省成品油及
液化气稳定供应。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
新。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
交织，海南自贸港经济发展依然强劲
搏动，显示出难得的韧性。

时间的指针拨回2018年 4月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庆祝海南建省
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向全世界郑重宣布支持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逐步探索、稳步推进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考
察海南并强调，要把海南更好发展起
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是根本出路。要聚焦发展旅游业、现代
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效
农业，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要加快
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大科技创新和成
果转化力度。要突出陆海统筹、山海联
动、资源融通，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坚决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重要讲话
精神，把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推动区
域协调发展作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两大引
擎”，各类市场主体踊跃响应，现代产
业格局正在形成，人民群众获得感稳
步增强。

“两大引擎”驱动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历

史性走在全国前列

高质量发展，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的应有之义。经济总量小、产业基础
差的海南，如何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省委书记沈晓明指出，坚持高质
量发展，建设产业聚焦、区域协调的自
由贸易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
质量发展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根
本出路。要充分发挥现代产业体系和
区域协调发展“两大引擎”作用，推动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省长冯飞表示，要瞄准更具发展
潜力、更加合理、更高质量的现代产业
体系，狠抓工作落实，奋力开创产业发
展高质量、经济结构现代化、创新平台
高端化的新局面。

近年来，持续奏响练内功、转动
能、引外力“经济转型三部曲”，经济
高质量发展从“调理肌体”转向“强身
健体”。 下转A02版▶

海南加快建设产业聚焦、区域协调的自由贸易港

“两大引擎”推动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