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李豌

10月19日上午，临高县金牌港开发
区中铁建设建筑发展（海南）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铁建设）生产车间里，工人郑传
军在开工前照常到安全宣讲处聆听安全
注意事项。与往日不同，熟悉的地方多了
一块白板，上面用黑色记号笔写着几条
与工人生活和生产建设息息相关的内
容，标题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我们会在白板上每天更新几条党
的二十大报告内容，便于工人学习理解，
把党的二十大精神传递到生产一线。”中
铁建设党支部书记王鹏说。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
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白板上
的第一句话，就把郑传军拉回16日上
午，在车间用手机收听收看党的二十大

开幕会的场景。“虽然我只是个普通工
人，党也念着我们。”郑传军动情地说，多
年来他在海口、三亚、文昌等地工作，见
证着一座座新建筑拔地而起，他黢黑的
脸庞和布满老茧的手掌，也记录下新时
代的伟大成就。

去年5月，看到金牌港开发区的发
展机遇，郑传军选择回到家乡，成为开
发区的一名劳务管理工人，管理着50
余名工友，每月收入约7000元，生活越
来越好。

安全宣讲会还没开始，王鹏和公司
总工程师张钰、副总经理顾阿良，已经跟
几名工人交流起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绿色
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咱们做
的装配式建筑就是绿色产业，相比传统
建筑行业更加环保，行业前景好，大家加
油干，我们一定全力做好大家的生活保
障！”顾阿良鼓励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

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
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这也鼓
励我们加快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生
产出更环保、质量更好的装配式建筑产
品。”作为科研团队负责人的张钰说，公
司目前正在推动自主研发的装配式剪力
墙（IRF）体系落地推广，该体系的应用
能使建筑垃圾减少近40%。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二十大报告中说，‘党用伟大奋斗创造
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
创造新的伟业’，这既对我们提出了要
求，也指明了奋斗方向。下一步，我们将
进一步扩大产能、推出科技含量更高的
产品，用奋斗创造装配式建筑产业的新
发展！”王鹏说。

一块小小的白板，凝聚起奋进的力
量。党的二十大精神将传递到中铁建设
的每一个车间，激励大家继续去创造、去
奋斗。

（本报临城10月20日电）

生产车间话奋斗
二十大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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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20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张飞虎 傅文水）10月19日，
中国海油对外宣布，在海南岛东南部海
域琼东南盆地再获勘探重大突破，发现
了我国首个深水深层大气田宝岛21-1，
探明地质储量超过500亿立方米，实现
了松南—宝岛凹陷半个多世纪来的最大
突破，是我国加快深海深地探测取得的
有力进展。

在海洋油气勘探领域，一般把水深
超过300米的水域称为深水，把井深超
过3500米的井定义为深层井。此次发
现的宝岛21-1气田位于海南岛东南部
海域深水区，最大作业水深超过1500
米，完钻井深超过5000米，距离“深海一
号”超深水大气田约150公里，海洋地质
条件极端复杂。

近年来，中国海油利用新的勘探技
术，向更深层进发。通过目标优选，研究
人员发现宝岛21-1气田具有大型三角
洲发育的构造背景，最有可能是一个大
中型气田。部署的第一口预探井就钻遇
气层113米，创下深水区单井气层最厚
的纪录。经测试，日产天然气58.7万立
方米。评审批复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超
500亿立方米，凝析油探明地质储量超
300万立方米。

中国海油海南分公司总地质师吴克
强表示，随着地层的加深，地震等基础资
料品质就变差，储层预测、含气性分析、
构造落实的难度成倍加大，钻井难度也
大幅提高。“宝岛21-1气田的成功发
现，不仅证实了宝岛凹陷的勘探潜力，也
表明我们在深水深层勘探技术上取得了

重要突破，对类似层系的勘探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按照中国海油整体规划，到2025
年，我国莺歌海、琼东南、珠江口三个盆
地总体探明天然气储量可达1万亿立方
米，建成“万亿方大气区”。通过已建成
的亚洲最大“崖城-香港”的海底输气主
管线，海底的优质清洁能源将直通海南
自贸港和粤港澳大湾区，为区域建设和
能源结构转型提供坚强保障。

中国海油副总经理周心怀表示，
中国海油将持续加大海南周边海域天
然气勘探开发力度，加快进军深海步
伐，以发现大中型气田为目标，深化深
海深层地质认识和技术创新，积极提
升天然气储量占比，为实现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

中国海油勘探发现宝岛21-1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超500亿立方米

我国首个深水深层大气田在海南发现

“海洋石油982”钻探发现宝岛21-1大气田。 中国海油供图

■ 本报记者

十年砥砺奋进，谱写壮美华章。连
日来，海南省代表团代表和海南省广大
干部群众持续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报
告。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所作
的报告以辉煌成就激荡人心，以伟大思
想凝聚人心，以宏伟蓝图振奋人心，为走
好新的赶考之路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和丰厚的精神滋养，必将鼓舞和激励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篇章。

击鼓催征，奋楫扬帆。大家一致表
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
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
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在
自贸港建设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
海南贡献。

深受鼓舞 倍感振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经过接续奋
斗，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
想，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
攻坚战，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
摘帽，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九
百六十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历
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

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党的二十大
代表，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副镇长、五
星村党总支书记黄丽萍对此深有感触：

“2014年，五星村还有168户贫困户，随
着脱贫攻坚‘冲锋号’吹响，2016年，五
星村实现了整村脱贫，现在大家的日子
越过越红火。接下来，我将结合镇里实
际，带领乡亲们发展好特色产业，过上更
加美好的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求真务
实，全面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以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
重大成就，系统谋划了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路线、纲领、道路和方略。”省
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易鹏表示，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
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
局”。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将以党的二十
大精神为引领，以服务保障海南自贸港
建设为主线，以创建全国最安全地区为
目标，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团结奋
斗勇毅前行，不断开创新时代自贸港公
安工作新局面。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党的青年工作
和广大青年提出期望和要求，鼓舞人心、
催人奋进。报告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
部署，与当代青年的成长发展密切相
关。”共青团海南省委书记陈屿表示，团
省委将在全省共青团和广大青年中迅
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热潮，持续提升共青团的引领力、组织
力、服务力和大局贡献度，激励青年创
新创业，动员青年爱岗敬业，引导青年
扎根基层，关注青年发展，推动青年成
长环境优化，打造“青年发展友好自由
贸易港”，促进青年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中建功立业。

省文联作协党组书记、省文联主席
夏斐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高屋建瓴、
思想深刻、令人鼓舞、催人奋进，全省文
艺工作者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省文联将积极组织全省文艺战线认真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时的
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省第八次
党代会精神，聚焦使命任务，挖掘地域
特色文化，奋力打造展示中国文化的
靓丽名片，讲好海南故事，努力推出一
批充满时代气息、具有海南特色的优
秀文艺作品，为海南文艺事业繁荣发
展贡献力量。

加强学习 实干担当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
实、最管用的民主。”党的二十大报告
全面阐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特征和
优势，为新时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指明了方向。 下转A05版▶

海南省代表团代表和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热议二十大报告

砥砺奋进新时代 笃行逐梦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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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代表团代表热议“高质量发展”

锚定高质量 奋进新征程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徐涛）
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获悉，今年前三季度全省累计推广应用
新能源汽车约5.33万辆，提前3个月超
额完成5万辆的年度推广任务，其中个
人用户占全部推广量的85.6%。

同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速
继续稳居全国第一，截至今年9月底，我
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达17.17万辆，
保有量占比9.54%，仅次于上海，保有量
占比跃居全国省级地区第二。

近年来，海南在车辆购置、基础设施
建设、停车出行、后市场服务等方面综合

施策，出台30余项配套政策措施，构建了
新能源汽车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的政策
制度体系；并以推广应用和产业双轮驱
动，让我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更趋完善。

按照省委省政府加快推进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的要求，今年以来，省工信厅
先后牵头出台《新能源汽车推广和产业
培育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
等一系列措施，不断完善我省新能源汽
车发展的政策、规划配套。

数据显示，海南公务车、公交车领域
新增和更换车辆100%为新能源汽车；
网约车、分时租赁车新增和更换车辆

100%为新能源汽车，提前实现国家鼓
励巡游出租车、网约车使用新能源汽车
的目标。我省私人领域车辆清洁能源化
进程明显提速，2020年起新能源汽车个
人用户占比保持在85%左右。

目前，我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效
应初显。今年6月，省政府与吉利集团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我省首个新能源专用
车项目落户海口。在海南省新能源汽车
产业国际专家咨询委员会指导下，省工
信厅正在研究制定《新能源汽车推广中
长期行动计划（2023—2030年）》，适应
目前新能源汽车迅猛发展的新形势。

我省前三季度推广新能源汽车5.33万辆
保有量达17.17万辆、占比跃居全国第二

■ 新华社记者

这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庄严宣示——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

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
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

这是意气风发迈上新征程的伟大动员——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举旗定向、凝
心聚力，号召全党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谱写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
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
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广西代表团讨论

时深刻指出，实践证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
大政方针和工作部署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意愿、
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
走得稳、走得好。

这条路，造福亿万人民——
用上5G信号、打通公路隧道、接入南方大电

网……云南独龙江偏僻山乡的发展巨变，让独龙
族脱贫“带头人”高德荣代表感慨不已：“进入新时
代，独龙族整族脱贫，实现了与全国其他兄弟民族
一道过上小康生活的美好梦想！‘直过民族’一步
越千年！”

独龙江峡谷屏风九叠，滔滔江水如野马奔腾
隔开两岸。这片“险远之地”曾是与世隔绝的“孤
岛”。

“以前我出门到州里读书，滑着溜索，花了三
天三夜才走出独龙江。”高德荣说，“正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让独龙江的道路更加通畅便捷。”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开拓进取，打赢了人类历
史上最大规模脱贫攻坚战，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焕
发出蓬勃生机活力。

这条路，扎根中华大地——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奋进新时代”主题成

就展成为热门打卡地。
深切感受祖国腾飞的巨变，有参观者在留言

簿上写道：“我们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是一条光明之路、希望之路，是‘人间正
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党和人民历
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得到这个成果极
不容易。

“中国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现实国情，这

注定了中国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
路。”二十大代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院长曲青山认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来源于实践、来源
于人民、来源于真理。

“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
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二
十大代表、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路丙辉说。

这条路，通往伟大复兴——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也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
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
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
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
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
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
重大考验。

二十大报告科学审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
发展大势，科学把握我们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
挑战，全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从战略全局上对党和
国家事业作出规划和部署，指引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奋力开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二十大代表，雄安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常务副主任田金昌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奋进的旗
帜、胜利的旗帜。我们必须牢牢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坚定道路自信，咬定青山不放
松，努力开创雄安新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发展
新局面。”

一路披荆斩棘，一路凯歌行进。
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

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
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其中第二条就是“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四个自信”、把
握大势全局，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
旗定向，牢牢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爷爷辈造蒸汽机车，父辈造绿皮火车，我造
高速动车组列车。”二十大代表、中车青岛四方

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钳工首席技师郭锐一家三代都是铁
路人。

作为中国第一代高铁工人，郭锐和他所在的团队为1600
多列高速动车组装配转向架。如今，这些列车已经安全运行超
过40亿公里。 下转A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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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已达 17.17万辆

保有量占比9.54%

公务车、公交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
网约车、分时租赁车新增和更换车辆

100%为新能源汽车

2020年起
新能源汽车个人用户占比

保持在8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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