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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24日讯（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9月24日，省委书
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省政府市县工
作座谈会，强调要增强市县发展的主动
性和紧迫性，结合本地区的资源禀赋、产
业基础和区位优势，在落实“一本三基四
梁八柱”战略框架中细化个性化施工图，
走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省长冯飞作工作部署，省政协主席
毛万春等省领导出席会议。

座谈会上，各市县汇报过去一年工
作亮点，并对省委、省政府工作提出意见
建议。

沈晓明强调，市县直接面对人民群
众和市场主体，市县干部的作风能力和
工作质效，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党委、政府
在群众和企业心目中的形象，市县工作

强不强，直接关乎自由贸易港建设成败。
沈晓明要求，要在增强市县发展的主

动性和紧迫感上下更大功夫，进一步向
市县放权，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激
发干部干事创业的激情和积极奋斗的豪
情。要在加强自由贸易港政策研究、落
地上下更大功夫，加快推动政策落地、封
关运作、压力测试、风险防控等重点工
作，积极探索建立新型专业市场，推动政
策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要在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和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上下更大
功夫，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上善于做减
法，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上科学做加法，
在垦地合作上加快做乘法，实现“1+1＞
2”的预期目标。要在抓项目、促投资上
下更大功夫，及早谋划项目，扩大项目
库，协同做好要素保障，更好推动项目落

地。要在发展社会事业、加强社会治理
和改善民生上下更大功夫，既要舍得花
钱，也要把钱花好；既要重视硬件条件建
设，也要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既要解决前
端思想认识问题，也要解决后端体制机
制问题；既要重视企业的税收等贡献，也
要重视对高质量就业的贡献；既要抓产
业发展和物质文明建设，也要抓社会治理
和精神文明建设。要在生态环境保护和
生态资源高效利用上下更大功夫，做到陆
海统筹、先立后破、标本兼治、长治长效，
积极探索“两山”转化的实现路径。要在
提高干部能力和改进作风上下更大功夫，
着重补齐自由贸易港建设需要的基础能
力和专业能力，引导干部到一线火线检
验和锻造实践能力，筑牢“不想腐”的思
想堤坝，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沈晓明在省委、省政府市县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增强市县发展的主动性和紧迫性
走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冯飞毛万春出席

本报海口9月24日讯（记者刘操）
9月23日，省疫情防控督导工作会议在
海口召开。会议传达省委省政府有关精
神，针对疫情防控督导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上，9个疫情防控督导组负责人

就各市县疫情防控督导情况做汇报。相
关市县负责人就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情
况作发言。

毛万春对各疫情防控督导组近期深
入各市县开展督导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
肯定， 下转A02版▶

毛万春主持省疫情防控督导工作会议指出

采取务实管用办法、科学精准措施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督导

本报讯（记者邱江华）2022年度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近日陆续
揭晓。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省科技厅获
悉，我省共有20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
托单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
助，立项数量和资助经费再创新高，立项
情况取得新突破。

截至目前，我省共获得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立项324项，首次超过300
项，同比增长61项；获资助经费1.253亿
元，同比增长约2846万元。

此外，我省立项项目结构进一步优
化：青年基金继续快速增长，2022年较
去年增加31项、增长率54%；面上项目
立项数量较2021年增长16%；地区基
金项目立项数量较 2021 年仅增加
11.6%，且占立项项目总量首次下降到
60%以下。立项项目质量进一步提升，
2022年我省获批优青项目2项，再次获
批杰青1项、重点项目3项，高水平项目
合计6项，较上年同期增加200%。

科研单位方面，海南大学继续保持高

速增长势头，2022年获得立项204项，较
去年同期增长36%，高水平项目取得新进
展；琼台师范学院立项3项，实现“突零”；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海南医学院
第二附属医院立项数量均有较大增幅。

值得一提的是，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入
驻单位展现新力量。海南省崖州湾种子
实验室、三亚南京农业大学研究院、中国
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均首次申报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均获得立项，其中海
南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获批立项12项。

我省20个科研单位获国家级资助
立项数量和资助经费创新高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金秋9月，是忙碌的季节，是收获的
季节。

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企业、项目纷纷
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车间生产线
马力全开，工地施工繁忙。

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海尾渔港
码头，满载着带鱼、泥猛鱼还有螃蟹、皮
皮虾等各类鱼虾的渔船缓缓停靠在码
头，渔民和鱼贩们忙个不停。

忙碌与收获的背后，是海南党员干部
群众在重重考验下历练出的更加坚韧的
拼劲与干劲，是一面面迎风飘扬的“党旗”
在海南自贸港各行各业中的坚强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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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海南要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正确方向。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
临海南考察指导。他指出，要坚持党的
领导不动摇，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

问题、办事情，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
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定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8年以
来，海南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以实际
行动诠释“中国特色”内涵，着力发挥好
党建在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引领方向、改
革创新、攻坚克难、服务保障的作用，不
断将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确保自贸
港建设沿着正确方向阔步前行。

明晰方向 强基铸魂

从经济特区试验田到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海南对自己的历史使命、时代定
位了然于胸。

7月11日，中共海南省委“中国这
十年·海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
行。省委书记沈晓明表示，海南自贸港
和国际上现有自由贸易港既有一些共同
特征，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不能简单抄人

家的“作业”，要有“中国特色”。“中国特
色”主要体现在“五个坚持”，即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
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五个坚持”的“中国特色”界定了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正确的政治方向。

以一流党建引领一流开放，省委把
党建引领海南自贸港建设作为“一号工
程”“置顶工作”，明确提出了“五个坚
持”，出台了《中共海南省委关于坚持以
党建引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意见》，
深刻阐述了党建之于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重要意义，从强化对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政治引领等多个方面提出举措、目标。

近年来，海南解放思想、敢闯敢试、
大胆创新，这一股子“闯”劲与“敢”劲根
植于对“国之大者”的心中有数，对“中国
特色”核心要义的深刻把握。

要做到深刻把握，海南首先学深悟
透——七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
中学习65次，带动全省上下深学细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5年来，全省分级分类举办培训
班 1.3 万期，培训党员干部超过100万
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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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效明显。 下转A04版▶

我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确保自贸港建设沿着正确方向阔步前行

擎旗奋进开新局

省政府批复同意一批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本报讯（记者孙慧）近日，省政府同

意批复我省七仙岭、南丽湖、临高角、木
色湖等一批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据了解，《七仙岭风景名胜区总体规
划（2021—2030年）》规划风景名胜区
总面积为56.89平方公里，核心资源为
热带雨林、地热温泉及民族文化等资
源。将依托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及优良
的小气候条件，在做好保护的前提下，积
极探索适宜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定安县南丽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
划（2021—2035年）》规划风景名胜区
总面积为30.64平方公里，将助力定安
形成“一城两山一湖”的旅游发展格局，
形成优势旅游产业集群。

《海南临高角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修编（2022—2035年）》规划风景名胜
区总面积为15.17平方公里，核心资源
为红色文化资源、海滨特色地貌资源及
民族文化资源。将依托周边的旅游服务

与基础设施，培育景源、开发景点，使风
景名胜区与周边融合发展、协调双赢。

《屯昌县木色湖省级风景名胜区总
体规划（2021—2035年）（修编）》规划
风景名胜区总面积为37.71平方公里，
将定位持续建设屯昌县木色湖省级风景
名胜区，使其发展融入该县长期发展，与
屯昌的地理区位、生态环境和武术、油画
等文化资源形成优势互补，推进“旅
游+”产业发展。

本报三亚9月24日电（记者李艳
玫）9月24日晚，三亚市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告，该
市中风险区调整为2个，除中风险区外
的区域均为低风险区，意味着三亚高风
险区清零。

根据当前三亚市疫情防控工作需
要，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相关规定，经
专家组研判，三亚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
定，将吉阳区南新居荣兴万利城小区等

区域调整为中风险。该市对中风险区采
取“分时有序，人不出区，错峰取物”管控
措施。区域内连续3天无新增感染者，
降为低风险区。中风险区域内居民如遇
到生活、就医等困难，可拨打三亚市政府
服务热线12345。

三亚高风险区清零

■ 本报记者 孙慧
通讯员 王建平 郑开旭

9月21日傍晚，位于屯昌县与澄迈
县交界处的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
场，混凝土搅拌罐车不停作业，水泥从
管道中倾泻而出，铺到扎好的钢筋墙
板中间。连日来，迈湾水利枢纽工程
主坝3#坝段至8#坝段连续开仓浇筑，
平均日产量突破4000立方米，主坝坝

体节节上升。
“现在我们采取‘白加黑’‘5+2’等

超常规措施，扭转此前受疫情影响的被
动局面，24小时不间断施工，推动项目
稳产高产。”施工方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
迈湾枢纽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部常务经
理熊星介绍，工程主坝施工已经开启建
设“加速度”。

位于南渡江中游河段的迈湾水利枢
纽工程是我省规划的北部大型水源工

程，也是我省在南渡江流域建设的最后
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将保障南渡江下游
海口市、澄迈县、定安县等市县供水和生
态用水安全，对我省北部组团城市群经
济发展都有促进作用。

“今年是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大坝主
体的施工高峰期，坝体分为20个坝段，
混凝土浇筑总量117万立方米，计划在
明年5月汛期前完成大坝混凝土浇筑。”
熊星介绍， 下转A02版▶

采取超常规措施，24小时不间断施工——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攻坚主坝建设

近日，在五指山毛阳镇毛兴村常年蔬菜基地，前来务工的村民忙着牵引长势迅速的苦瓜藤。
我省本轮疫情发生后，当地有关部门积极对接蔬菜基地和收购商，畅通蔬菜运输销售渠道，

为蔬菜基地持续生产提供保障。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保生产 稳供应

十年一舰
——写在中国海军

辽宁舰入列10周年之际

■ 本报评论员

谋发展，时不我待；稳经济，只争朝
夕。9月24日，我省召开省委、省政府市
县工作座谈会，强调“增强市县发展的主
动性和紧迫感，走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
展之路”。在加快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
我省专门就市县高质量发展作出系统谋
划，充分反映出对市县工作以及发挥市
县积极性的高度重视，折射出以超常规
举措全力推进复工复产，尽快把时间抢
回来、把损失补回来，冲刺全年发展目
标，加快推动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
坚定决心。

海南自贸港建设是党中央赋予海南
的重大国家战略，是全省上下必须铭于

心、践于行的“国之大者”。市县，处在海
南自贸港政策落实的前沿阵地。海南具
有省直管市县的独特优势，海南自贸港
建设基础在市县，潜力在市县。市县直
接面对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市县干部
的作风能力和工作质效，很大程度上代
表着党委、政府在群众和企业心目中的
形象，市县作风硬不硬、工作强不强，直
接关系到各项部署能否落到实处，直接
关乎自贸港建设成败。唯有增强市县发
展的主动性、紧迫感，把干劲鼓起来、把
责任扛起来，有力推动市县工作提速度、
见成效，才能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夯实
根基、打牢基础。

近年来，我省市县经济社会发展呈
现出百舸争流、百花齐放的良好态势，但

仍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高质量做好市
县工作，必须处理好省级统筹与市县发
力的关系。既要在省级层面发挥统筹推
动和政策支持的作用，又要充分调动各
个市县在特色化发展上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海南自贸港建设，机遇不等人，时间
不等人。各市县要高度认识做好自身工
作的重要性，增强主动性、紧迫感，激活
发展的内生动力。要紧扣自贸港建设需
要，结合本地区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区
位优势，找准定位、明确目标，在落实“一
本三基四梁八柱”战略框架中细化个性
化施工图，以比学赶超、埋头苦干的务实
成效，走好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同时，要进一步向市县放权，加大一
般性转移支付力度， 下转A02版▶

锚定高质量 增强主动性

省委、省政府市县工作座谈会在各市县党政负责人中引起热烈反响

以超常规的力度和举措
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迈出坚毅步伐
省委、省政府市县工作座谈会在各厅局负责人中引发热烈反响

上下一心加油干 齐心协力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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