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刘少珠 实习生 余佩
遥）3 月 16 日，市委农村工作会议召开。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出席并讲话，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央一
号文件和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全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打造海南自贸港乡村振兴三亚

样板。
市委副书记王利生主持会议，市人大

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出
席会议。

周红波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向全党全社
会发出了“三农”工作极端重要、须臾不
可放松、务必抓紧抓实的明确信号。要

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委的决策部署
上来，坚定不移用乡村振兴统揽新发展
阶段“三农”工作，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
神，举全市之力推动乡村振兴实现更大
突破。

周红波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做好我市“三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
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促进农业
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
展，努力打造海南自贸港乡村振兴三亚
样板。着力打造国家南繁硅谷、全球热
带农业中心，坚决扛起国家战略使命三
亚担当。 下转2版▶

星期三 三亚新闻网 www.sanyarb.com.cn

S A N Y A R I B A O

今日8版/第8131期 国内统一刊号 CN46-0031中共三亚市委机关报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出版

辛丑年二月初五 2021年 3月 17

本报地址：三亚市迎宾路荣耀世纪大厦八楼 邮编：572000 Email: sanyarb@126.com □ 2021年度全年定价：468元总值班 / 林森 值班主任 / 王鑫 杨洋 编辑 / 蔡炳先 美编 / 汪昌云 陈钰靖 校对 / 李俊玢

□办公室/31886999 发行营销部/88662030 传真/31886990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353号 广告承接：三亚传媒影视集团广告运营中心 广告热线：31885668 传真：31886920 □本报电脑照排 □三亚市力建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导读

成就宣传Sy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本报讯（三亚传媒融媒体
记者 叶琼旭 通讯员 顾亚丽）
3月 16日，“奋斗者”号全海深
载人潜水器交付活动在三亚举
行。活动现场中国船舶七〇二
所与中科院深海所签署《全海
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交
付备忘录》，中科院深海所将
正式负责“奋斗者”号的后续
运维与管理。

“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
水器是我国“十三五”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深海关键技术与
装备”重点专项的核心科研任
务，中国船舶七〇二所牵头负
责“奋斗者”号的总体设计和
集成建造，中科院深海所作为

“奋斗者”号的业主单位负责
牵头执行海试任务。2020 年

11月，“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
在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海域
完成全部万米海试任务并创造
了10909米的中国载人深潜新
纪录。

据了解，为推动“深海勇
士”号和“奋斗者”号载人潜水
器在我国深海/深渊科学研究、
海洋资源调查、应急救捞等工
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前期

“深海勇士”号已经开展三年
的高效运维、开放共享工作的
基础上，经过与同济大学、广
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中山大学
等多家合作单位研讨商议，深
海所牵头发起成立了“深海勇
士”号/“奋斗者”号载人潜水
器用户科学指导委员会，并于

“奋斗者”号交付活动当天，同
期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下转2版▶

“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
在三亚正式交付中科院深海所

本报讯（三 亚 传 媒 融 媒 体 记
者 孙琦）3月16日，“三亚日报”学
习强国号上线。

该学习强国号由三亚传媒影
视集团新媒体部负责运营，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三亚、面向海
南、辐射全国，展示三亚在推动海
南自贸港建设中的新作为、新成
就、新形象。

“三亚日报”学习强国号开设

“三亚时政”“三亚民生”“影像视
界”等栏目，通过图文、音视频等
形式，发布三亚政务信息、报道三
亚民生新闻、评说三亚舆论热点，
讲好三亚故事、传递三亚声音。

截至 3 月 16 日 23 时许，《“三
亚日报”学习强国号上线》一文在

“学习强国”客户端上的阅读量达
402709，点赞量19197 。

“三亚日报”学习强国号期待
您的订阅、点赞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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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医疗救助政策你需要了解

本报讯（记者 张雪锋）3月 16 日，省
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主持召开三亚
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审议并原则通过《三亚市
2021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要点》，并就推
进我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进行部署。

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全面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扛起生态
文明建设政治责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走在全省前列，为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作出三亚贡献。

会议强调，要以海南自由贸易港生态
环保先导性项目为牵引，高水平推进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抓紧推进“禁
塑”、生活垃圾分类、装配式建筑应用、新
能源汽车推广等先导性项目，坚持问题
导向，抓好源头管理，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补齐短板弱项。要做好三亚“十
四五”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规划编制，以
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聚焦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需求，系统推进治水、治
气、治土、清废和生态保护五大领域的专
项规划编制，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
治，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要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国
家海洋督察和省生态环保百日大督察反
馈问题整改，群策群力，坚决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要推动生态环保领域相关制

度建设和制度集成创新，为全省生态文
明建设提供“三亚案例”和“三亚模式”。
要推动无废城市建设从“试点”向“示范”
迈进，努力形成低碳循环绿色的生产生
活方式，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增强人
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市领导林有炽、吴清江、蒋明清、陈
跃参加会议。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
市科工信局分别汇报“禁塑”、垃圾分类、
装配式建筑应用、新能源汽车推广等工
作推进情况。

周红波主持召开三亚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作出三亚贡献

“三亚日报”学习强国号上线

2020 年 11 月 28 日 8 时 30 分许，创造了 10909 米中国载人深
潜新纪录的“奋斗者”号，完成第二阶段海试，胜利返航。10909
米的纪录，让人类在大深度载人深潜领域有了新坐标。这是

“奋斗者”号（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周红波在市委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打造海南自贸港乡村振兴三亚样板

王利生主持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时强调

发挥外事资源优势 深化对外交往合作
努力扛起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海南担当

冯飞李军出席
本报海口3月16日电 3月 16日，省

委书记、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晓
明主持召开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外交思想，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围绕

“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充分发挥外事
资源优势，深化对外交往合作，努力扛起
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海南担当。

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外事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冯飞，省委副书记李军，省委
外事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肖莺子、沈丹

阳、何清凤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中央有关外事工作及全

国地方外办主任会议精神，听取了 2020
年度全省外事工作报告及2021年工作安
排，审议通过《海南自由贸易港外事工作

“十四五”规划（2021-2025）》《中共海南
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2021年对外工作要
点》等文件。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
为指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
全两件大事，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决服从和服务国
家总体外交和重大外交议程，准确把握
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
融入新发展格局，以海南外事工作的实
际成效体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会议要求，要坚定践行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积极开展后疫情时代国际合作，
全力以赴服务好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
会等重大主场外交活动，抓好涉外疫情
防控工作，持续提升服务国家总体外交

水平。要立足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
要交汇点，发挥外事工作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助推器作用，提高开放度和外向度，
积极开拓经济外事新领域，逐步构建务
实高效友城合作关系，推动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融入新发展格局。要坚决维护
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
化统筹协调，广泛凝聚共识，加强外事干
部队伍建设，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
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沈 威）

周红波主持召开市委深改委暨自贸委会议要求

蹄疾步稳推动政策落地见效
打造开放创新的海南自贸港标杆城市

张震华王利生出席

本报讯（记者 刘少珠）3月 16 日，省
委常委、市委书记、市委深改委（自 贸
委）主任周红波主持召开市委深改委暨
自贸委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深改委第 18
次会议、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
导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精神，传达学习
省委深改委第 29、30次暨自贸港工委第
28、29 次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
措施。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
改委第十八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我
们加快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
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中央的决
策部署和省委的决定要求，以历史的思
维和眼光深刻认识中央对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战略部署，以及三亚在国家、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的重要作用

和使命担当，切实增强机遇意识和责任
意识。

会议强调，要坚持“小步快跑”，超前
谋划做好各项政策落地准备，确保政策
发布后能够接得住、用得好，努力形成一
批看得见的工作成果。要蹄疾步稳推动
政策落地见效，创造性地把自贸港政策
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加快打造开放创
新的海南自贸港标杆城市。

会议审议了《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市委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委员会
2021 年工作要点》（以 下 简 称《工 作 要
点》），强调要围绕海南自贸港 2021年重
点工作、“一中心、一城、一区、三重点”及
《工作要点》，把各项制度安排和政策措
施具体化、阶段化、项目化，推动各项任
务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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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3 月 16 日电 3
月 16日中午，省长冯飞在海口
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宋海良一行举行会谈。

冯飞表示，海南自贸港建
设紧扣“三区一中心”战略定
位，持续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建设，希望中国能建在海
南清洁能源岛建设中，发挥专
业专长，共同推进碳达峰及碳
中和、加强能源安全、降低用
电成本等工作，落实双方在种

业、深海、航天产业培育以及
城市建设等领域项目合作。

宋海良表示，中国能建将
抢抓海南自贸港建设机遇，秉
承“海南有需求、能建有优势、
双方有共识、合作有共赢”的
原则，聚焦碳达峰、碳中和，深
化与海南在能源、交通、水利、
市政等领域的项目合作，进一
步融入海南自贸港建设。

倪强参加会谈。
（沈 政）

冯飞与中国能建董事长宋海良一行
举行会谈

这次会议谋划了“十四五”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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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风险地区人员凭绿码
可在国内自由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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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助的对象有哪些？
医疗救助如何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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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每台最高补贴1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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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东部局势再起波澜有何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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