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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说到我心坎上

盛会快镜

■ 本报特派记者 尤梦瑜

10月19日下午，党的二十大新
闻中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第三
场集体采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
广东、广西、海南代表团新闻发言人
介绍代表团学习讨论党的二十大报
告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中外记者
在北京新世纪日航饭店分会场以视
频方式进行提问。

海南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党的二
十大代表，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沈
丹阳介绍，海南代表团虽只有25位
代表，但代表团很有特色：有来自“南
繁硅谷”的科技尖兵，有翱翔蓝天的
功勋机师，有来自离岛免税店的金牌
销售员，还有来自海南自贸港新战线
的成员。连日来，海南代表团所有代
表激情满怀，热情参与讨论。

“大家高度评价、高度赞同、高度
拥护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让大家
振奋的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

‘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
国家战略和对外开放重大举措。代
表们相信，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科学
指引下，在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建
设中，海南将更加自信自强、团结奋
进，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早日顺
利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沈丹阳说。

在回答有关海南自贸港建设进
展及下一步重点工作的提问时，沈丹
阳表示，海南自贸港建设主要进展体
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自贸港政策体系

初步建立，二是外向型经济迅猛发
展，三是市场主体活力显著增强，四
是自由贸易港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
形成。

沈丹阳还特别介绍了海南自贸
港实际利用外资和新增市场主体连
年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最近几年
海南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最主要
的优化有三点：政府办事效率明显提
高，要素供给明显加快，法治保障能
力更强。”沈丹阳举例阐述，如海南推
行“极简审批”“一枚印章管审批”等
改革制度，全省政务网办率已经超过
90%；创建“机器管规划”和“土地超
市”等新制度，有效解决了“项目等
土地”的难题，有力激发了市场活力。

在谈及海南自贸港建设下一步
工作时，沈丹阳表示，海南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正在抓紧研究如何加
快推进自贸港建设的政策措施。现
在初步考虑是要做两个方面的重点
工作：一方面是要紧锣密鼓争取在
2025年底前适时启动海南全岛封
关运作，也就是要在海南全岛全面
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管理
制度。这是一项重大工程，也是海
南目前列为“一号工程”的自贸港建
设重点项目。海南制定了“三张清
单”的工作计划，即项目清单、任务
清单、压力测试清单。“另一方面是
要继续聚焦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强化制度集成创新，推进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取得新进展、获得新成
效。”沈丹阳说。

坐拥独一无二的生态资源，海南
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是记者们关注的

重点。“生态立省”的海南省在探路生
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哪些创新发
展？沈丹阳向中外记者介绍了海南

“两个一流”工作目标，即生态环境质
量要保持全国一流水平，生态保护工
作要争创全国一流水平。建设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在生态文明创

新发展方面持续滚动推出6项标志
性工程——建设国家公园、建设清洁
能源岛、建设零碳示范区、全省禁用
塑料、全省推广装配式建筑、实施“六
水共治”工程。沈丹阳列举详细数据
介绍了各项标志性工程目前取得的
成效。

“接下来，海南将按照党的二十大
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实推
进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让
海南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让生态环
境成为海南子孙后代的金饭碗。”沈
丹阳说。

（本报北京10月19日电）

海南代表团新闻发言人介绍代表团学习讨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海南自贸港建设进展明显 生态文明创新发展成效显著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刘晓惠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实现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被明确为中国式现代
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人的全面发展、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
实质性进展”则被列入2035年我国
发展的总体目标。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
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仔细研读
报告后，海南代表团的代表备受鼓
舞、深受触动，纷纷表示要坚持尽力
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
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
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实

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必将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
进展。

党的二十大代表、海南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医疗保健服务中心副主
任辛晓艳从事护理工作17年，亲历、
见证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
展，人民健康状况持续改善，群众健
康获得感持续增强。“这些年，海南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软件、硬件有了大幅
提升，海南患者‘小病不进城、大病不
出岛’的愿望在逐步实现。”她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当前，我省正进一步完
善“省招县用、省属县用”人才政策改
革，推动更多公立医院人才下沉到乡
镇卫生院，乡镇卫生院人才下沉到村

卫生室服务，不断缩小城乡医疗水平
差距。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提到
‘共同富裕’，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
质要求，更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我们
党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辛晓艳
说，作为医疗工作者，她将始终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努力
为人民提供更加贴心、高效、优质的
医疗服务，为给共同富裕铺就健康底
色作出应有的贡献。

近年来，党的二十大代表，琼海
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王书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
切嘱托，带领广大渔民“造大船、闯深
海、捕大鱼”，在新一轮耕海热潮中做

大做强渔业生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扎实推

进共同富裕”，对于王书茂而言是说
到了心坎上。他表示，作为村党支部
书记，他将带领全村党员干部群众，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激发活
力、鼓足干劲，加快转型转产步伐，发
展休闲渔业和海洋民宿产业，不断拓
展致富思路，持续拓宽增收渠道，千
方百计推动共同富裕。

无论是广袤南海还是山野田间，
乡村振兴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
之路。党的二十大代表、澄迈县农业
农村局局长王姑介绍，近年来，澄迈
县实施“品牌兴农”战略，灵活运用

“长寿”“富硒”“绿色”这三张名片，聚
力打造“6+2”品牌矩阵，进一步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

“党的二十大报告用了较大篇幅
来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其中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
融合发展’‘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等要求，为
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王姑说，下一
步澄迈县农业农村局将认真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紧抓产业振兴这
一乡村振兴的基础工程，进一步夯实
产业基础、推进绿色种管、擦亮农业
品牌，用好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优
势，在引种推广同纬度热带果蔬方面
持续发力，让农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
持续。 （本报北京10月19日电）

海南代表团代表热议“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让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0月19日，党的二十大新闻中心举行第三场集体采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代表团新闻发言人
出席，介绍代表团学习讨论二十大报告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本报特派记者 韦茂金 摄

■ 本报记者 刘晓惠
陈蔚林

“能够现场聆听
党的二十大报告，感
受非比寻常。”回忆起
10月16日党的二十
大开幕会现场，党的
二十大代表、海口广
播电视台播音员薛烨
格外振奋，尤其对报
告中“增强文化自信
自强，铸就社会主义
文化新辉煌”这一部
分印象深刻。

薛烨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新闻宣传战线贯彻
落实“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
任务，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筑牢“主
心骨”，用昂扬向上的主流舆论提振精气神，用特色精
品的优秀文化传播正能量，用向上向善的价值理念引
领新风尚。

作为一名基层的新闻工作者，薛烨亲历着海南的
宣传文化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既是见证者，又是实
践者。她说，接下来，将继续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报
告，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
与海南宣传文化战线的同仁们一道，为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凝聚广泛思想共识，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
提供精神动力。 （本报北京10月19日电）

党的二十大代表、海口广播电视台
播音员薛烨：

“增强文化自信自强”
为自贸港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 本报记者 刘晓惠

“在党和政府的
关心下，我们才有了
今天的好日子。”作为
一名来自基层渔村的
代表，党的二十大代
表、琼海市潭门镇潭门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王书茂亲眼见
证了党的好政策给家
乡带来的巨大变化。

对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提出的“必须坚
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
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王书茂感触颇深：“这是我们永恒的
主题。”一直以来，他带领渔民“造大船、闯深海、捕大
鱼”，引导渔民“往岸上走、往深海走、往休闲渔业走”，探
寻出一条渔业转型新道路，让渔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王书茂说，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是我们党一
直以来的执着追求。回到海南后，他将向广大基层群
众和党员宣传好党的二十大精神，继续带领乡亲们保
护好“祖宗海”，发展产业，共同致富。

（本报北京10月19日电）

党的二十大代表，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书茂：

从“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中汲取奋进力量

■ 本报记者 刘晓惠

“ 江 山 就 是 人
民，人民就是江山。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打江山、守江山，
守的是人民的心。”
10 月 16 日上午，坐
在灯光璀璨的人民
大会堂内，党的二十
大代表、海南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医疗
保健服务中心副主任
辛晓艳听到习近平
总书记的这句话时，
耳边掌声雷动，内心激情迸发。

“这句话充分彰显了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当时
我整个人都沸腾了，感到特别暖心。我们党所做的一
切都是为了人民啊！”辛晓艳说。从2005年成为一名
护士开始，她在琐碎的护理工作中处处为患者着想。
在辛晓艳心里，把患者放在最高位置，患者的事就是她
的事，患者的“心”就是她守护的“心”。

“正是守住了人民的心，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
民支持，我们党才创下世界最大执政党的百年辉
煌。”辛晓艳说，接下来，她要把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
行动指南，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时
刻把患者放在心上，坚持为民解忧的服务情怀，增强
群众就医体验感、安全感、幸福感，为人民群众的生命
健康保驾护航。 （本报北京10月19日电）

党的二十大代表、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医疗保健服务中心副主任辛晓艳：

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时刻把患者放在心上

王书茂。

辛晓艳。

薛烨。

出 席 党
的二十大海
南省代表以
饱满的热情
和高度责任
感，认真履行
代表职责,热
烈讨论党的
二十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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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莉萍代表（右）在发言。 刘智代表（左）在发言。

党的二十大海南省代表团代表认真履行代表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