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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8日讯（记者刘操）
12月8日，由海南省公共外交协会和全
球贸易之窗共同主办的2022海南国际

“捷克”日暨中捷产业投资论坛在海口
举行。来自中捷两国的专家学者和企
业代表， 下转A02版▶

2022海南国际“捷克”日暨中捷产业投资论坛举行
毛万春致辞

本报海口12月8日讯（记者李磊）
12月8日，省长冯飞在海口市龙华区大
同街道办事处接待来访群众，现场听取
大同街道龙昆下村村民代表的意见和诉
求，推动问题解决。

冯飞认真听取来访群众关于将村集
体留用地恢复原规划用途并归还村集体
的诉求和意见，并与海口市和省直有关
部门负责人商讨解决办法。海口市政府

负责人现场表态，将依法依规加快推动
问题的解决，短时间内给群众一个满意
的结果。

冯飞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高度重
视群众的合理诉求，发挥好信访部门密
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把群众诉
求作为工作的努力方向，全力做好新时
代信访工作。要优先保障群众的切身利
益，相关部门要敢于直面问题，按照已明

确的解决路径，推动问题在最短的时间
内解决，并指导村集体做好留用地的产
业规划和开发，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
活力。政府部门要举一反三、主动作为，
不断反思工作中的不足，分析研究个案
背后的共性问题和原因，推动更多同类
问题得到解决，全力提升政府公信力和
人民群众在自贸港建设中的获得感。

省政府秘书长符宣朝参加接访活动。

冯飞在海口市接访时要求

优先保障群众切身利益 举一反三解决共性问题

本报三亚12月 8日电（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12月8日，海南省
与国防科技大学军队高级干部高科技知
识培训班交流座谈会在三亚举行。省委
书记沈晓明出席会议并介绍海南省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国防科技大学校长黎湘
讲话。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培训班
学员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国防科技大学
长期以来给予海南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

感谢。他说，海南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
革开放而兴。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
赋予海南新的历史使命，要求海南成为
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当前，我
们着眼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新时
代我国改革开放的旗帜，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
南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形成
了“一本三基四梁八柱”战略框架，蹄疾
步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以“壮士断腕决心”
摆脱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依靠现代产
业体系和区域协调发展“两大引擎”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牢记“国之大者”，
坚持生态立省，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建设；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推进
科技创新，努力成为在国家科技创新
体系中的重要省份；始终把风险防控
作为事关自由贸易港建设成败得失的
最关键变量， 下转A02版▶

海南省与国防科技大学军队高级干部
高科技知识培训班举行交流座谈会

沈晓明黎湘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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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8日讯（记者袁宇）
12月8日上午，海南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十次会议在海口召开，会期半天，共
有两次全体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
军出席并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和监
督宪法宣誓。

下转A02版▶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召开

新华社利雅得12月8日电（记者孙
浩 王海洲）当地时间12月8日中午，沙
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代表国王萨勒曼
为正在沙特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利雅得王宫举行欢迎仪式。

当地时间12时20分许，在沙特王
宫摩托车队和马队护卫下，习近平乘车
抵达王宫办公厅广场。

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下车处
热情迎接。两国领导人步入检阅亭，王

宫军乐团奏中沙两国国歌。习近平在穆
罕默德王储陪同下检阅王宫仪仗队。沙
特王宫卫队以传统执剑礼仪向习近平表
示最隆重欢迎。

丁薛祥、王毅、何立峰等参加欢迎仪式。

习近平出席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
代表国王萨勒曼举行的欢迎仪式

海南省拟任干部
人选公告

（A03版）

新华社利雅得12月8日电（记者倪
四义 张浩）当地时间12月8日中午，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利雅得王宫同沙特王储
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会谈。

穆罕默德首先代表萨勒曼国王对
习近平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对中共二十
大成功召开以及习近平主席再次当选中
共中央总书记表示衷心祝贺。

习近平指出，沙特是阿拉伯世界
和伊斯兰世界的重要一员，也是多极
化世界中一支重要的独立力量，是中
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近年
来，中沙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当前
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演变，中沙
关系的战略性和全局性更加凸显。中
方把发展对沙特关系置于外交全局尤
其是中东外交的优先方向，愿同沙方
在实现民族振兴的道路上携手前进，加
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
作，增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
调，推动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
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沙方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稳定，支持沙特继续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支
持沙方“2030愿景”、“绿色中东”等一
系列重大发展倡议，愿积极参与沙特工
业化进程，助力沙特经济多元化发展。
双方要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
沙特“2030愿景”对接，推动两国各领
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愿同沙方
加强能源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原油贸易
规模，加强勘探开发等合作，实施好福
建古雷乙烯等大型能源合作项目。中
方愿同沙方深化产能和基础设施建设
合作，推进中沙吉赞产业集聚区和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升贸易、投资、金
融合作水平，拓展电子商务、数字经济、
清洁能源、高技术、航天研发等领域合
作，加强执法安全、反恐和去极端化合
作。不久前，100多名沙特中文学习者
用中文给我写信，表达他们对中文的热
爱，我感到非常高兴。中方愿同沙方一
道，推动两国中文教育合作取得更多成

果。中方同意将沙特列为中国公民组
团出境旅游目的地国，扩大双方人员往
来和人文交流。

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沙方在国际
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沙方
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平台加强
沟通协调。当前形势下，召开首届中
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和中国－海湾阿拉
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具有特殊重要意
义，将为今后一个时期中阿关系和中海
关系发挥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期待同沙
方和阿拉伯国家一道努力，使两场峰会
成为中阿关系和中海关系发展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盛事，推动中阿关系和中
海关系迈上新台阶。

穆罕默德表示，沙中关系十分密切
友好，沙特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中国经济保持蓬勃发展，
沙方也在努力实现“2030愿景”，沙方
期待同中方加大相互支持，共同致力于
将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更高
水平， 下转A02版▶

习近平同沙特王储
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会谈

本报博鳌 12月 8日电（记者陈子
仪 李豌）12月8日，第一届博鳌国际药
械真实世界研究大会在琼海博鳌举行。
本届大会主题为“真实世界数据研究与
药械监管创新发展”，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举行，省长冯飞在主论坛上发

表视频致辞。
为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临床急需进口药械政
策、国家药监局药品医疗器械监管科学研
究基地和海南真实世界数据研究与评价
重点实验室等资源优势，在国家药监局的

指导下，海南省人民政府以海南博鳌作为
永久会址，举办年度“博鳌国际药械真实
世界研究大会”。本届大会设主论坛及八
个平行论坛，汇集国内外药械监管机构、
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学会协会、药械企业
等资源， 下转A02版▶

第一届博鳌国际药械真实世界研究大会举行
冯飞视频致辞

环岛旅游公路
莺歌唱晚驿站开工

当地时间12月8日中午，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代表国王萨勒曼为正在沙特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雅得王
宫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新华社利雅得12月8日电（记者吴
中敏 刘华）当地时间12月 8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雅得王宫会见沙
特国王萨勒曼。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时隔6年再次
访问沙特。我对上次访问沙特的情景记
忆犹新。我高兴地看到，我们就发展中
沙关系达成的重要共识，都正在转化成
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中沙合作具有
广阔前景。中方视沙特为多极化世界中

的重要力量，高度重视发展同沙特的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沙方继续加
强战略沟通，深化各领域合作，服务两国
的发展利益，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

萨勒曼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
再次访问沙特，您2016年对沙特的成
功访问令人难忘。近年来，沙中两国战
略对接和各领域合作都取得良好进展，
双方在诸多问题上都拥有重要共识，中
方的利益也就是沙方的利益。我高度

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习近平主席一
道努力，推动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
断向前发展，造福友好的两国人民，这
也有利于实现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与安宁。

两国元首亲自签署《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协议》，同意每两年在两国轮流举行
一次元首会晤。

丁薛祥、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会见沙特国王萨勒曼

新华社利雅得12月8日电（记者郝
薇薇 李良勇）当地时间 12 月 8 日下
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雅得王宫出席
苏欧德国王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仪
式。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陪同出
席仪式。

苏欧德国王大学校长欧麦尔主持仪
式，沙特教育大臣本延向习近平颁授名
誉博士学位证书。

沙方表示，苏欧德国王大学是沙
特深以为荣的第一所大学。中国在世
界经济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是
渴望进步与繁荣的各国人民向往的
楷模，而中国的巨大成功归功于拥有
习近平主席这样具有战略眼光和远见
卓识的伟大领导人。苏欧德国王大学
实施中文教学和中阿翻译教学，许多
沙特学生出于对中华文化的向往认真

学习中文，也有很多中国学生在这里
学习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学，有力推
动了沙中两国文化交流和两国人民相
互理解。为彰显习近平主席在治国理
政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为沙中
友好与合作作出的重要贡献，苏欧德
国王大学很荣幸向习近平主席颁授管
理学名誉博士学位。

丁薛祥、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习近平接受苏欧德国王大学
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当地时间12月8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雅得王宫会见沙特国王萨勒曼。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