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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22 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2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探月工
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
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充分
肯定探月工程特别是嫦娥五号任务取得
的成就。他强调，要弘扬探月精神，发挥
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勇攀科技高峰，服务
国家发展大局，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
探测新征程，不断推进中国航天事业创
新发展，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活动。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气氛喜庆热烈。

上午 10 时许，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
志步入会场，向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挥手
致意，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习近
平同孙家栋、栾恩杰等亲切交流，并同大
家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
厅，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

听取有关月球样品、工程建设、技术转
化、科学成果、国际合作和后续发展等方
面的介绍。习近平不时驻足察看，详细
询问有关情况。

习近平强调，嫦娥五号任务的圆满成
功，标志着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
规划圆满收官，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
势攻坚克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是航
天强国建设征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对我
国航天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7 年来，参与探月工程研制建设的全体

人员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
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不断攀登新
的科技高峰，可喜可贺、令人欣慰。探索
浩瀚宇宙是人类的共同梦想，要推动实
施好探月工程四期，一步一个脚印开启
星际探测新征程。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
体制优势，加大自主创新工作力度，统筹
谋划，再接再厉，推动中国航天空间科
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创新发展，积极
开展国际合作，为增进人类福祉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下转6版▶

新华社北京 2 月 22 日电（李 国
利 邓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
室消息，执行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
发射任务的长征五号 B 遥二运载火

箭已完成出厂前所有研制工作，于 2
月22日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之后，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
将与先期已运抵的天和核心舱一起按

计划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

好，工程各大系统正在有序开展各项
任务准备。

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
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习近平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
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强调

勇攀科技高峰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活动

开局开局20212021——走进三亚重点项目建设现场②Sy

本报海口 2月 22日电 2 月 22 日，省
委书记、省级总林长沈晓明主持召开省级
林长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压
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制度集成创新，积
极探索完善森林资源保护发展长效机制，
守护好海南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省长、省级总林长冯飞出席并讲话。
李军等省级副总林长出席会议。国家林
草局广州专员办专员关进敏到会指导。

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
见》，听取全省林长制工作开展情况汇
报，审议通过《海南省2021年林长制工作
要点》。省级林长制办公室部分成员单位
作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全面推行林长制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民族永续、国家
发展、民生福祉的战略高度，就加强林草资
源管理保护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要
始终心怀“国之大者”，深刻认识全面推行林
长制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
工作要求上来，扎实做好林长制各项工作。

会议强调，要加强省级统筹组织，省
级林长要定期开展巡林，研究解决重点难
点突出问题；省林业局要履行好省级林长
制办公室职责，完善并落实好《关于全面
推行林长制的实施意见》；全省各级党委
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坚持分区施策，因
地制宜、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保护发展森
林资源；各部门要建立联动机制，强化协
调配合，共同推进林长制落实。

会议要求，要强化制度集成创新，建

立林长制考核制度，健全森林资源保护发
展相关机制，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实现路径，完善社会参与和监督机
制，营造全社会爱绿护绿植绿的浓厚氛
围，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挂牌督办案件
和森林督查违法图斑整改工作，坚持“一
案一策”，制定整改方案，建立约谈和问
责制度，坚决杜绝表面整改、虚假整改，
做到立即改、彻底改；要加强基层执法队
伍建设，强化人员培训，提高执法办案水
平。 （沈 威）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级林长会议时强调

压紧压实各方责任 强化制度集成创新
守护好海南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冯飞李军出席

本报海口 2月 22日电 2 月 22 日，省
委书记沈晓明在海口会见来琼履新的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海南总站负责人王文昌

一行，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长期以来给予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各项事业的大力
支持表示感谢。双方表示，将提高政治站

位，心怀“国之大者”，密切协作配合，传播
好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景象，共同
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这一重大国家

战略的实施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肖莺子参加会

见。 （沈 威）

沈晓明会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客人

本报海口 2 月 22 日电 2 月 22 日下
午，省长冯飞主持召开七届省政府第 68
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我省重点（重大）
项目投资等工作。

会议审议了《海南省2021年重点（重
大）项目投资计划》《海南省 2021 年主要
经济指标“按季抓、月跟踪”工作方案》等
文件。会议强调，投资结构和质量决定
着我省未来的经济结构和质量，要高度
重视抓有效投资的重要性，发挥重大项
目清单的导向作用，抓好责任分工，牢固

树立“项目为王”的理念，优化投资结构
和质量。要做好“按季抓、月跟踪”工作，
落实部门责任制，完善每季度经济形势
分析会制度，每季度评选“最佳实践”市
县，每季度进行分行业分析，发挥好领导
牵头机制作用。

会议听取了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
厅关于耕地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
情况的报告，审议了《海南省耕地开垦费
收缴使用管理办法（修订）》《海南省建设
占 用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调 整 补 划 管 理 办

法》。会议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
者”，要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耕地保护工
作的意义，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要持续推进耕地保护督察问题整
改，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加大整改力
度，确保按时间节点和标准完成整改。
要加大打击违法占用耕地力度，以“零容
忍”态度严控增量，并建立存量处置长效
机制，对整改不力的要严肃追责问责。

会议听取了海南省“十四五”24项重
点专项规划编制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

部署相关工作。会议要求，专项规划编
制工作要加快推进，确保按时出台；要做
好与上级相关政策和规划、省委“十四
五”规划建议和省“十四五”规划纲要、各
专项规划之间的充分衔接；要压实责任，
统筹抓好各类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细化
时间表、路线图，加强沟通协调，确保落
地实施。

会议还讨论了《海南省市县污染防治
攻坚战成效考核实施方案（送审稿）》等
文件。 （沈 政）

冯飞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我省重点（重大）项目投资等工作

本报讯（记 者 刘 少 珠）2 月 22 日下
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主持召开
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

会议指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党中央决定
今年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
时，十分必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
述了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全市各
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以实际成效体现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100
周年。

会议强调，要不断强化理论武装，从
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压紧压实“两个
责任”，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
性，奋力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勇当先锋、
打造标杆。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推动
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要注重方式方法创新，深入挖掘本地红
色资源，高标准高质量组织开展好全市

党史学习教育，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
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政法工作的重要指示和中央、省委政法
工作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进一步坚定政治信仰、站稳政
治立场、把牢政治方向，主动防范化解各
类风险，全面提升服务保障水平，打造忠
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政法铁军，
不断开创我市政法工作新局面，坚定不
移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办公厅
《关于加强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意见的

通知》（以下简称《意见》）和省委巡视工
作领导小组《关于 2020 年度市县区巡察
工作考核结果的通报》。会议要求，全市
巡察机构要深入学习贯彻《意见》精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巡视
巡察上下联动的部署要求上来，强化问
题导向和效果导向，在补短板、强弱项上
下功夫，推动巡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推
动“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在海南自贸
港建设中打造新标杆提供坚强政治保
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委常委出席会议，部分现职市级领

导列席会议。

周红波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强调

从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勇当海南自贸港建设先锋

2 月 22 日，在三亚大悦城城市综合体项目工地上，
机器轰鸣，人来车往，土护降和试验桩工程施工在热火
朝天地进行。图为工人在工地作业。

本报记者 刘琪成 摄

从党史中汲取持续深厚的奋斗之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指明方向、提振干劲

迎宾路上立高楼，今
日 琼 崖 展 新 颜 ；大 悦 城

“潮”动时尚引擎，打造商
务中心新标杆。

漫漫时代向前，三亚
以其独特的姿态奔跑出自
贸港建设“加速度”，并厚
积薄发展示着新三亚的生
活方式，这一点在正如火
如荼建设中的中粮·三亚
大悦中心（以下简称“大悦
中心”）项目里可窥一二。

2月 20 日，木棉花开，
春光大好，随着气温的升
高，三亚市重点项目建设
也逐渐“升温”，掀起了一
轮新高潮。沐浴着春光，
记者走进大悦中心项目现
场，感受建设中的三亚“热
度”和“速度”。

中粮新力作——
打造 CBD 标杆项目

“潮”动时尚引擎

玻璃幕墙独栋建筑、
四周通透的落地窗，能让
阳光在其中自由“穿行”，
40平方米的大型沙盘在众
人面前生动显现着项目建
筑规划的微缩载体和三亚
中央商务区（CBD）东岸单
元未来建成后的全景样
貌。

大 悦 中 心 位 于 迎 宾
路，北侧紧邻东岸湿地公
园，目之所及皆是自然风
光，总占地约 126 亩，总建
筑面积约 65 万平方米，目
前共分四期开发建设。作

为三亚CBD首批启动项目
之一，也是中粮集团继开
发亚龙湾之后，深耕海南
的又一力作。

未来，大悦中心将作
为三亚CBD的大型综合消
费商圈和总部核心区，不
仅能为企业提供一流的办
公环境，还通过免税、演
艺、文旅等业态，推动三亚
城市消费升级，为打造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注入全新
活力，为海南自贸港建设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1 月 28 日，历经 559
天加快施工，由 5 栋楼组
成的一期主体结构全面封
顶。”中粮大悦城控股海南
区域公司副总经理康令介
绍，大悦中心致力于打造
示范效应最强的“标杆项
目”，目前已是三亚 CBD
规划面积最大、投资总额
最高、开工最早、建设进度
最快的项目。

“我们脚下所在的城
市展厅展示了未来大悦城
的一小部分。”康令介绍，
建筑面积 10 余万平方米
城市商业综合体——三亚
大悦城将延续“年轻、时
尚、潮流、品味”的品牌核
心理念，且结合三亚城市
特性及客群特点，以“东南
亚热带雨林风情的三亚新
生活中心”为主题定位。
预计 2023 年年底开业，计
划引进品牌超 300 个，强
势开启三亚商业新纪元，

“潮”动三亚时尚引擎。
下转2版▶

打造CBD标杆项目
“潮”动时尚引擎
三亚大悦城预计2023年底开业

本报记者 卢智子

以思想破冰引领自贸港发展以思想破冰引领自贸港发展··建设者说建设者说

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局长陈震旻：

做好旅游文体产业
“大文章”

错峰游让三亚“热”到春节后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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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各中小学幼儿园以不同方式迎接新学期

跳街舞送福袋
牛年开学有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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