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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2日电 今天，
江西省于都县、广东省潮州市湘桥
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十七团、
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镇、上海市长
宁区虹桥街道、北京大学、鞍钢集
团、云南省军区昆明退休干部休养
所等多个地方和单位举行庄重简朴
的仪式，向健在的截至 2021 年 7 月
1 日党龄达到 50 周年、一贯表现良
好的党员颁发“光荣在党 50 年”纪
念章。

据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庆
祝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同志介
绍，首次颁发“光荣在党 50年”纪念
章，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庆
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颁发工作
将一直持续到今年7月 1日，全国将
有 710 多万名老党员获颁纪念章。
首次颁发后，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

一般每年“七一”都将集中颁发一次
纪念章。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通径为
50毫米，材质为铜和锌合金，主色调
为红色和金色。主章由党徽、五角
星、旗帜、丰碑、向日葵、光荣花、光
芒等元素构成，其中党徽象征党的
领导核心地位和党员信念坚定、对
党忠诚；丰碑寓意党的光辉历程和
丰功伟绩；向日葵寓意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光
芒象征党的光辉照耀；五角星代表
薪火相传；光荣花寓意繁荣盛世、国
泰民安和褒奖荣耀；旗帜象征共产
主义崇高理想与事业永续。副章由
山河、中国结和红飘带等元素组成，
飘带上雕有“光荣在党 50年”字样，
寓意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攀
高峰、永葆青春。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颁发工作正式启动

这是“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
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

渔民在位于西岛海域的深海养殖网箱投喂饲料。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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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刘 佳）6 月 1 日下
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包洪文主持召开
市政府经济运行调度会，分析 2021 年
1-5 月三亚市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
署下一步工作计划。

会议指出，得益于我国经济企稳
向好，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共同努力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
济运行情况总体平稳向好。包洪文要
求，各区各部门要增强紧迫感，继续关
注服务贸易进出口、工业增加值、金融
（银行机构存贷款）以及旅游业等各项
主要经济指标。要加强招商引资，积

极谋划项目，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各
分管市领导根据重点项目分解任务抓
好落实，全力实现上半年经济发展目
标。

就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包洪文强
调，要始终把疫情防控工作放在首要
位置，清楚认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是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前提，继续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严防境外输入，
提高疫苗接种率。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及

“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认真做好“巩
卫”工作，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要

高度重视扎实推进“制度建设年”行动，
重点做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提升、乡村
振兴、加快推进城市管网错接混接漏接
排查整改等工作，全面提升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水平。要加强自贸港有关政策
法规的学习，主动对接新业态、新政策、
新模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国内
外优质企业聚集，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行稳致远。

会议还就做好防汛、防暑和高考
保障工作进行部署。

刘钊军、谭萍、王东、何世刚、吴清
江参加会议。

包洪文主持召开市政府经济运行调度会

全力实现上半年经济发展目标

空中俯瞰海南岛，高速公路网像
银色的“田”字，刻画在翠绿的大地上。

从自贸区到自贸港，海南省交通
基础设施投入不断加大，高速公路建
设不断提速。海南自贸港的城乡一体
化发展蓝图，在陆路交通领域已基本
实现；一条条高速公路融通城乡，联结
空港、海港，汇聚国内外人流、物流，成
为自贸港建设的“加速器”。

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数据显示，近3
年海南高速公路新增里程，是建省办
经济特区 30年的 57%。目前，海南省
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约 1250 公里，在
建高速公路约135公里。

2020 年 12月，山海高速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至三亚海棠湾段主线正式
通车，海南迈入县县通高速时代。

如今，车行海南，3个小时车程内，
高速公路就可以将你带到全岛任一角
落，一路尽览和感受热带雨林、民族风
情、田园风光、椰风海韵；高速公路串
联的一个个产业园区、旅游景区、重点
项目建设工地，更令人感受到海南自
贸港的强劲脉动和建设热潮。

三亚崖州湾位于海南西线高速公
路崖城互通 3.8 公里处，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建设以来，便利、快捷的交通条
件，使崖州湾迅速发展为以科技产业

为主导的三亚卫星城，围绕海南自贸
港总体方案要求，打造了南繁科技城、
深海科技城、科教城、南山港和全球动
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总规划
师何国华介绍说，目前，先正达、德国
科沃施、荷兰科因公司等全球行业巨
头已签约落户科技城。两年来，科技
城新增注册企业 2290 家，完成 254 个
项目签约落户，中国前十强种业重点
龙头企业已有8家落户科技城。

高速公路的开通，将洋浦经济开
发区纳入了省会海口的 1 小时经济
圈，作为海南自贸港的 11个重点园区
之一，洋浦承担了自贸港建设先行区
的重任。记者在洋浦开发区看到，洋
浦保税港区海外仓和标准厂房项目建
设已进入收尾阶段，中石化海南炼化
百万吨乙烯及炼油改扩建项目工地呈
现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自2020年
6 月 1 日海南自贸港建设全面实施以
来，洋浦经济开发区已新增注册企业
1230家。

路通山门开，海南黎族、苗族群众
跟上了自贸港建设的步伐。

海南岛中部群山蜿蜒，是黎族、苗
族群众的主要聚居地。随着屯昌至琼
中高速、儋州至白沙高速、万宁至洋浦

高速的竣工，海南中部山区群众致富
迈上快车道，白沙的绿茶、琼中的绿
橙、保亭的红毛丹……吸引了商人和
货车循路而来，运销岛外市场；鹦哥
岭、百花岭、黎母山等长期“锁”在“深
闺”的景区，前来寻幽探秘的游客越来
越多。

将海南自贸港建成国内经济循环
和国际经济循环的交汇点——根据海
南省确定的新发展思路和格局，海南
高速公路进入新一轮建设高潮。

概算投资约65.52 亿元、计划2022
年底建成通车的沈海高速海口段，目
前工程进度过半。项目建成后，海南
高速公路网将通过港口与全国的高速
公路网对接。

目前，海南自贸港建设正以“全省
一盘棋、全岛同城化”为目标，将“海澄
文”一体化经济圈、“大三亚”旅游经济
圈作为基础设施投资重点，加快建设

“丰字型”高速公路网。
“十四五”期间，海南“田”字型高

速公路网将新添三横——建设北部文
昌至临高、中部琼海至洋浦、南部陵水
至东方的高速通道。起点文昌，途经
海口、定安、澄迈，到达终点临高县的
G360国道文昌至临高段，已于2020年
6月开工。（新华社海口6月2日电）

行走海南高速：

感受自贸港建设热潮
新华社记者 周正平 夏天

·沿着高速看中国·

本报讯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
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
组织严密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
势。《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
织路线，对党的组织工作作出全面规
范，是做好新时代党的组织工作的基
本遵循。《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对于
坚持和加强党对组织工作的全面领

导、推进组织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
化、全面提高组织工作质量，具有重
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
学习贯彻《条例》作为一项重要政治
任务，抓好宣传解读和督促检查，进
一步加强对组织工作的领导，确保党
中央关于组织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条
例》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
告党中央。

《条例》分七章，共四十六条，自

发布之日起施行。
（央视网消息）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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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海洋牧场夯实“蓝色粮仓”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6 月 3 日
下午，三亚市将举办“永远跟党走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走
进梅山革命老区大型公益主题系列
活动”。党员干部和市民群众将瞻仰
梅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参观梅山革命
史馆，慰问军烈属代表。追忆中国共
产党百年峥嵘岁月，接受爱国主义教

育，为加快海南自贸港建设注入强大
的信念支撑与精神动力。

此次系列活动主题为“唱响红色
经典 弘扬时代精神”。来自三亚市
部分学校、单位、社区的少先队员、共
青团员、党员干部和市民群众将瞻仰
梅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参观梅山革命
史馆，慰问军烈属代表。作为系列活

动之一，一场主题文艺晚会当天将在
梅山小学运动场举行。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旗下全媒体
矩阵将进行现场全流程直播，在一次
又一次的寻根溯源中，从内心深处感
悟老一辈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不
懈追求，感受中国共产党坚定的初心
使命和历史担当。

追寻红色记忆 汲取奋进力量
■ 走进梅山革命老区大型公益主题系列活动今日举行
■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今晚全程直播文艺晚会

本报讯（记者 刘佳）记者从三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5 月 31
日，三亚首宗“竞买申请环节”采取

“网上”报名竞买的安居型商品房地
块，因竞争激烈，地价拍至最高限价
62389 万元，最终以摇号方式产生竞
得人。

此次挂牌出让的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控规 YK06-02-03 和 YK06-02-04
地块总面积为58774.09平方米，挂牌出
让起始价为 50551 万元，采取“限房价
竞地价”模式供地。此次参与竞买的五
家公司经1轮书面报价和39轮现场竞
价，报价达到最高限价62389万元。按
照公告规定转入现场摇号方式确定竞
得人。最终，经过摇号确认竞得人为保
利（三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该宗地用地规划性质为二类居住

用地，拟用于建设安居型商品住房，
房屋限价为 12800 元/平方米，建成后
将优先考虑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范围
内符合安居型商品住房申请条件的
对象，剩余房源统筹考虑三亚市符合
安居型商品住房申请条件的对象。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权益开
发科负责人介绍，根据相关要求，自
2021 年 4月 10日起，市县储备土地中
以拍卖、挂牌方式供应建设用地使用
权用于商品住宅（含 安 居 型 商 品 住
宅）项目建设的，须在海南省建设用
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进
行交易，现阶段则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半流程网上交易。即交易
项目登记、信息发布、竞买申请和资
格审核等交易环节在网上交易系统
进行，报价竞价、成交确认环节在线

下交易现场进行。三亚首宗“上网”
安居商品房地块成功出让，为未来的
三亚土地交易全程“上网”奠定了良
好基础。

“网上交易的模式相比较传统出
让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
预，有利于防止土地交易过程中竞买
人私下串通行为的产生，确保土地交
易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该负责
人表示，竞买人通过网上交易系统提
交相关材料，不仅节省了报名成本，
同时系统以自动记录的服务器时间
为准确认报名及竞买保证金缴纳情
况，减少了交易纠纷，有益于推进土
地交易的健康规范、改革创新，助力
海南土地交易市场“放管服”改革。

三亚首宗“上网”安居商品房地块
摇号产生竞得人

成就宣传Sy

习近平分别同三个国家总统通电话

■从港湾到海洋 渔民换了“战场”

■从浅蓝到深蓝 耕海换了“底色”

■从探索到深耕 发展换了“思路”

三亚今年超4000名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

在海南买新能源汽车最高奖励1万元
2版

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