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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31 日电 6 月 1
日出版的第 11期《求是》杂志将发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学好“四
史”，永葆初心、永担使命》。

文章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重
点学习党史，同时学习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
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
践行初心使命，让初心薪火相传，把
使命永担在肩，做到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做到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切实在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奋
勇争先、走在前列。

文章指出，要通过在全社会开展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特
别是青少年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基本
道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自觉
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
忠实实践者，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

文章指出，要深入开展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
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
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文章指出，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
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
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
代代传承。

新华社北京 5月 31 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 5 月 31 日召开会议，听取

“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
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
政 策 促 进 人 口 长 期 均 衡 发 展 的 决
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
议。

会议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事关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是实现经
济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
稳定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
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
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决策部署，
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服务体
系，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快建立健全
相关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要稳妥实
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积极推
进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
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探索建立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框架，加快建设居家社

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
老服务体系和健康支撑体系，发展老
龄产业，推动各领域各行业适老化转
型升级，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
传统美德，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
益。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健全完善老龄
工作体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老
龄事业发展财政投入政策和多渠道筹
资机制，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
必要保障。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形势，先后
作出实施单独两孩、全面两孩政策等
重大决策部署，取得积极成效。同时，
我国人口总量庞大，近年来人口老龄
化程度加深。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
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
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
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
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
强统筹规划、政策协调和工作落实，依

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促进生育
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
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
机制。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
体考虑，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
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
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提高优生优育
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
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
低家庭教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假与
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
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对全
面两孩政策调整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和
农村计划生育双女家庭，要继续实行
现行各项奖励扶助制度和优惠政策。
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全方位
帮扶保障制度，完善政府主导、社会组
织参与的扶助关怀工作机制，维护好
计划生育家庭合法权益。要深化国家
人口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区域人口发展
规划研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学好“四史”，永葆初心、永担使命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
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在“六一”
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
月30日给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的少
先队员们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
并祝他们和全国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学校是
“新安旅行团”的母校，你们在信中表
达了对学校红色历史的自豪之情，也
说到了你们学习党史的收获。

习近平指出，当年，在党的关怀

和领导下，“新安旅行团”不怕艰苦，
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以文艺为武
器，唤起民众抗日救亡，宣传党的主
张，展现了爱国奋进的精神风貌。希
望你们结合自身成长实际学好党史，
以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从小坚定听
党话、跟党走的决心，刻苦学习，树立
理想，砥砺品格，增长本领，努力实现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新安小学由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在 1929 年创办。1935 年 10月，该校

14 名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以文
艺为武器，宣传抗日救亡。在毛泽
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关怀指导
下，“新安旅行团”积极宣传党的主
张，历时17年，行程5万余里，足迹遍
及全国 22 个省份，努力为争取抗战
胜利、全国解放作贡献。近日，新安
小学五（8）中队的少先队员给习近平
总书记写信，汇报学习校史和党史的
收获体会，表达了传承红色基因、争
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
的少先队员

结合自身成长实际学好党史 从小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
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数十万人才与企业落户，离岛免
税购物持续火爆，实际利用外资连年
翻番，离岸贸易收支额爆发式增长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特别是
自贸港建设全面实施一年来，人员、
商品、资金等各种经济流量加速汇
聚，要素流通更加通畅。海南自贸港
正成为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版图中
的“顶级流量”。

■ 创业机遇吸引落户流

夜幕降临，海口市江东新区管理
局招商部办公室灯光亮起。副部长
陈斌埋头研读海南自贸港建设相关
文件。从研究政策到会谈接洽，从现
场协调到撰写报告，一天到晚忙个不
停已经成为陈斌的生活常态。

毕业于复旦大学，曾在海外和国

内大城市工作过的陈斌，选择将最好
的年华留给海南自贸港，成为江东新
区一名主抓金融产业的招商经理。

“海南自贸港未来拥有无限可能，我
希望在这真正干出一番事业。”陈斌
说，他已经将户口从上海迁到海口，
成为名副其实的“新闯海人”和“自贸
港人”。

下转2版▶

开放“顶流”成长记
——海南自贸港建设满岁观察

半月谈记者 吴茂辉

本报讯（记者 刘少珠）5月 31日，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在三亚会

见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一行。
双方就做大做强三亚学院以及深化地

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进行了交流。
市领导周俊参加会见。

周红波会见吉利控股集团客人

5 月 28 日上午，三亚卡乐卡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堂鼓舞
《中国范》，精彩的演出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欢歌载舞迎“六一”

本报海口 5 月 31 日电 5 月 31
日，在第 71 个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
之际，中国少年先锋队海南省第七次
代表大会在海口开幕。会前，省委书
记沈晓明亲切会见了与会代表并合
影留念，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
省政协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向全省各族少年儿童致以节日问
候。省委副书记李军参加会见并在
开幕式上讲话。

沈晓明指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是海南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建设，少年儿
童在其中也承担着重要使命。希望
广大少年儿童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

朝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方向茁
壮成长，成为具有“健康阳光、好学上
进、勤劳诚信、文明朴实”海南特色印
记的好少年好儿童，为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全
社会尤其是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要
为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创造良好
环境。

李军在开幕式上说，全省少年儿
童要珍惜大好时光，努力掌握更多知
识，明白更多事理，不断提高自身素
质，争做有远大志向、好好读书、懂得
感恩的好孩子，将来积极投身祖国及
自贸港建设，成为对国家、社会和家

庭有用的人。全省少先队组织、少先
队辅导员和少先队工作者要一如既
往地全身心投入到少年儿童工作中，
团结、教育、引领全省少年儿童努力
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
在全社会形成关心、爱护、帮助少年
儿童的强大合力和浓厚氛围。

省领导孙大海、关进平、闫希军、
陈马林参加有关活动。省第七次少
代会代表和各地少先队员、少先队辅
导员、少年儿童工作者代表等约 550
人参加开幕式。 （沈 伟）本报海口5月31日电 5月 31日，

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在海口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换届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动员部署我省市县乡换
届工作。省委书记、省市县乡换届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沈晓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市县乡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副组
长李军、徐启方、何西庆、马勇霞出席
会议。

沈晓明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市
县乡换届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
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换届工
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这次换
届产生的新一届市县乡领导班子，承
担着跑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第一
棒”的重任，做好换届工作意义重大。
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

感和历史使命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上来，周密安排、精心组
织，不折不扣完成好换届各项任务。

沈晓明强调，要对标中央精神，对
照“五个好”目标，高标准高质量做好
换届工作。要凝聚共识力量，绘出好
蓝图，系统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成就，回
答好今后五年“能干什么、要干什么、
干成什么”等问题，用宏伟目标蓝图凝
聚起推动发展的共识与合力。要坚持
事业为上，选出好干部，严把政治关、
能力关、廉洁关，把符合自由贸易港建
设需要的优秀干部选拔出来、使用起
来。要优化整体功能，配出好班子，选
优配强党政正职，加大优秀年轻干部
选拔力度，合理用好各年龄段干部，加
强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

配备。要激励担当作为，树立好导向，
优先选用在重大斗争实践中表现突出
的好干部，积极选用具有专业素养水
平、能有效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历练扎
实、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强的干部，严格
推选政治立场坚定、作风品德优良的
代表和委员。要严肃换届纪律，形成
好气象，做到挺纪在前，从严监督，严
肃换届纪律，从严查处拉帮结派、拉票
贿选等问题，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正。

沈晓明要求，全省各级党委要认
真落实主体责任，切实加强对换届工
作的领导和指导；要加强思想工作，教
育引导领导干部正确处理个人和组织
的关系，自觉接受和服从组织安排，正
确对待个人的进退留转；要强化系统
观念，做好统筹安排，推进换届有序开
展。 （沈 伟）

中国少年先锋队海南省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
沈晓明会见 李军出席开幕式

沈晓明在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上强调

选好配强市县乡领导班子
跑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第一棒”

李军出席

■ 发展新格局 大胆试大胆闯，三亚“新芽”勃发脱胎换骨 B2

■ 产业新版图“产”出动力和活力“业”精于勤精于新

■ 民生新画卷 幸福民生画卷美“医食无忧”笑颜开

本报今日推出海南自贸港建设特别报道

逐梦自贸港
勇当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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