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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27日电 经中
共中央批准，“七一勋章”颁授仪式
将于 6 月 29 日上午 10 时在人民大
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
首次颁授“七一勋章”并发表重要讲
话。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
以朴素、庄重为主要设计理念，以红
色、金色、白色为主色调，使用冷压
成型、花丝镶嵌、彩丝织锦等工艺制
作。章体采用党徽、五角星、旗帜、
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大山大河、如

意祥云等元素。有别于国家勋章和
国家荣誉称号奖章的金属章链，“七
一勋章”使用织物绶带，采用向日
葵、光芒、星光等元素。寓意在党的
阳光沐浴下，勋章获得者一心向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砥砺前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
对颁授仪式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
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
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
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同步转播。

“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将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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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海角”，曾是海南岛几千年
来“孤悬海外”的代名词，是偏远蛮荒
的标签。如今，它成了闻名遐迩的休
闲度假首选之地，“天涯”“海角”两方
巨石伫立于海滩之上，见证着海南的
日新月异。

从 1921 年共产党员来到琼崖撒
下革命火种，到2021年自贸港建设一
周年，百年时光里，海南实现了从封闭
落后的边陲穷岛到开放新高地的历史
性巨变，不断打造和亮出一个又一个
新的时代名片。

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以
及“红色娘子军”的传奇故事，是海南
的“红色历史”名片，也是中国革命旗

帜上的一抹亮红。1921 年，党中央向
海南岛派出党员和先进知识分子开展
革命活动。1927 年起，琼崖革命武装
在党的领导下，面对着内缺粮草、外缺
援兵的艰苦环境，在孤岛上用鲜血和
生命淬炼了信念坚定、百折不挠的革
命精神，创造了革命奇迹，并在 1950
年有力地接应和配合了人民解放军解
放海南岛，为全国解放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刚成立时，重要战略物资
天然橡胶遭到西方国家禁运。1950
年，海南响应党的号召，打响了橡胶垦
殖战。海南橡胶种植面积从最初的几
万亩发展到现在 800 多万亩，成为名
副其实的“天然橡胶岛”。

海南热带气候资源优越。20世纪
60年代，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难”问
题，袁隆平等农业科研工作者“千军万
马下海南”选育优种，南繁基地逐渐形
成。如今，每年全国 29 个省区市的
7000 多名科研人员赴海南从事南繁
工作，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已成为全国
最大、最开放、最具影响的农业科技试
验区之一，并在加快打造“中国种业硅
谷”。

继设立深圳等四大经济特区之
后，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令
世界瞩目的“中国最大经济特区”，开
启了大踏步发展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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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涯海角到开放高地
—— 一个个时代名片记录海南沧桑巨变

新华社记者 凌广志 陈凯姿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记者 胡喆）6月
27日，国家航天局发布我国天问一号火星探
测任务着陆和巡视探测系列实拍影像，包括着
陆巡视器开伞和下降过程、祝融号火星车驶离
着陆平台声音及火星表面移动过程视频，火星
全局环境感知图像、火星车车辙图像等。

目前，天问一号环绕器在轨运行 338

天，地火距离 3.6 亿千米，祝融号火星车已
在火星表面工作 42 个火星日，累计行驶
236米，环绕器和火星车工作状态良好。

后续，火星车将继续按计划开展移动、
感知、科学探测，环绕器继续运行在中继轨
道，为火星车巡视探测提供中继通信，并开
展环绕探测。

国家航天局发布天问一号任务
着陆和巡视探测系列实拍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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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6 月 24
日，三亚市常年蔬菜价格指数保险
第一张保单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有 限 公 司 三 亚 市 分 公 司 成 功 出
单。该保单为三亚三力源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种植的 7.3 亩空心菜提
供了 12264 元的风险保障，标志着
这项业务在三亚全面启动。

三亚是重要的“菜篮子”基地，
种植瓜菜也是菜农主要的经济收
入来源之一，但三亚常年蔬菜生产
受众多因素影响，市场价格走势变
化难以预测，一旦市场价格走低，

“菜贱伤农”的事情就会发生，不仅

农民在经济上遭受损失，而且还造
成市场供需矛盾，影响市民的日常
生活。

据 了 解 ，为 有 效 转 移 市 场 风
险，保障常年蔬菜种植户的生产能
力，促进三亚常年蔬菜产业健康持
续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日前
三亚已出台《2021 年三亚市常年蔬
菜价格指数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用保险金融手段，助力蔬菜种
植户有效抵御风险，进一步推动三
亚蔬菜产业的健康发展，助力解决

“菜贵伤民、菜贱伤农”的问题。
中国人保财险三亚市分公司负

责人陈飞介绍，蔬菜价格指数保险
主要是利用菜价高于目标价格时，
使用保险结余弥补低价时农户的
损失，避免农户盲目扩张和减产。
为种植户确立了一个最低收益水
平，使种植户即使在价格过低的情
况下依然能够保证收入，提升菜农
种菜积极性，从而保证市场供应量
的相对平稳，避免市场价格剧烈波
动，有效规避市场风险。

“此次 7.3 亩的保单保费共计
1226.40 元，有政府的补贴只需要
交 122.64 元。”三亚三力源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三亚市常年蔬菜价格指数保险首张保单落地

一群年轻人的身影，定格于上海石库门。
谁能想到，就是这群平均年龄只有 28 岁的青年，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掀起了

气壮山河的惊雷巨澜。
一叶红船，静静停泊在浙江嘉兴南湖。
谁能想到，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是从这里起航，穿越重重关山，奋进漫漫征途，书写了

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
这一切，始于 1921 年 7 月那个开天辟地的伟大时刻。
这一切，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

百年风华：读懂你的样子
——献给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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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刘 少 珠）6 月 27
日，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周红波
赴万宁市开展县域间协作帮扶消除
集体经济“空壳村”工作，强调要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各项决
策部署，坚持长短结合、因地制宜，严
守生态环保底线，真帮真扶真见效，
确保如期消除“空壳村”，推进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

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安
排，三亚市将协作帮扶万宁市消除龙
滚镇、和乐镇和后安镇 20 个集体经
济“空壳村”（以下简称“空壳村”）。
周红波一行先后调研了龙滚镇凤园
村、坡罗村生态循环工厂化水产养殖

项目，实地了解“空壳村”产业发展、
地域环境、道路交通等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周红波
听取了 20 个“空壳村”总体情况及三
亚市先期调研有关情况汇报，与会人
员就发展壮大本土品牌、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等内容进
行交流发言。周红波强调，要建立健
全协作帮扶工作机制，定期召开工作
专题会议，确保每一个“空壳村”有人
帮、有人扶、有人抓，促进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要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
力度，建立并落实激励机制，最大限
度地调动各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
积极性。要制定“一村一策”协作帮
扶方案，鼓励社会经营主体与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开展合作，因地制宜发展
现代种养殖、乡村旅游等产业。要在
盘活土地、产业等资源要素方面积极
探索，依法依规开展土地流转，推进
两市县域间“飞地经济”协调发展，推
动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要加强
两市乡土人才培养交流对接，大力实
施以“把党员培养成致富带头人，把
致富带头人中的先进分子培养成党
员；党员带领群众共同发展，党组织
带领致富带头人不断进步”为内容的

“双培双带”工程，着力打造农村党员
致富带头人群体，为消除“空壳村”夯
实人才保障基础。

万宁市委书记贺敬平主持座谈
会，三亚市副市长周俊参加。

周红波在万宁市开展县域间协作帮扶消除集体经济“空
壳村”工作时强调

因地制宜壮大集体经济
确保如期消除“空壳村”

本报海口6月27日电 6月27日，
海南省第一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督导
反馈会在海口召开。全国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中央第十一督导组组长孙志刚向
我省反馈督导意见，省委书记、省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组长沈晓明作表态
讲话，省长、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
小组第一副组长冯飞主持会议。

孙志刚指出，海南省深入贯彻习近
平法治思想，坚决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把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作为全省赋能工
程、强基工程来抓，推动教育整顿有力
有效开展，政治忠诚思想根基进一步
筑牢、害群之马得到坚决清除、顽瘴痼
疾得到有效整治、英模精神得到大力
弘扬、群众满意度得到明显提升，基本
实现预期目标。下一步，海南要高度

重视、认真解决政法队伍建设中仍存
在的突出问题，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
向、结果导向相统一，以抓好整改落实
为契机，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拧紧责
任链条，深化学习教育、持续培根铸
魂，聚焦重点难点、强化查纠整治，加
强统筹谋划、做好批次衔接，做好建章
立制、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推进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走深走实。

沈晓明表示，中央第十一督导组反
馈的督导意见肯定了成绩、指出了问
题、提出了整改意见，我们诚恳接受、照
单全收。下一步，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
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严格按照督导组的要求，全力以赴抓好
整改落实。要以更高站位全面彻底整

改，实行挂图作战、建账督办，不折不扣
落实好反馈意见整改的政治责任。要
以更大力度坚决有效整改，持续加强学
习教育、案件线索办理、顽瘴痼疾整治、
制度机制建设、总结评估等各项工作。
要以更实举措持续深化整改，把整改工
作与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自由贸
易港建设、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党史
学习教育、作风整顿建设及谋划第二批
教育整顿工作等紧密结合起来，全面提
升政法队伍建设水平，培养造就一支适
应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的高素质政法队伍。

中央第十一督导组副组长刘振宇，
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副组长
及成员等出席会议。

（沈 伟）

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央第十一督导组
向海南省反馈督导意见

孙志刚反馈督导意见 沈晓明作表态讲话 冯飞主持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
新华社播发中国共产党一百年

大事记（1921 年 7 月－ 2021 年 6
月），扫描二维码即可阅读。

6 月 27 日晚，三亚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交响合唱音乐会现场。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本报讯（记者 刘佳）6月27日
晚，以“奋斗百年路 永远跟党走”
为主题的三亚市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交响合唱音乐会在
三亚技师学院体育馆举行。省委
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张震华，市委副书记、市
长包洪文，市委常委傅君利、尚
林、陈祥军、谭萍等领导出席。

演出开始前，周红波、张震华、
包洪文等领导分别为在三亚市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合
唱歌咏比赛中获奖的队伍颁奖。

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
学合唱团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
听》拉开了交响合唱音乐会的序
幕。音乐会由海南师范大学青年
交响乐团担任演奏，海南自贸港

特聘专家、北美合唱协会会长、爱
乐艺术总监乔万钧担任指挥，由
海南女子爱乐乐团及在三亚市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合
唱歌咏比赛中获奖的队伍代表分
别演唱，包含独唱、合唱等形式。
交响乐《红旗颂》、合唱《天下乡
亲》、《把一切献给党》、《党啊，亲
爱的妈妈》、《希望的田野上》等曲
目激昂澎湃，再现了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唱响永远
跟党走的主旋律，激起观众爱党
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汇
聚起奋进自贸港、打造新标杆、共
圆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音乐
会在全场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中圆满落幕。

以歌声展示初心，用聆听感悟

伟力，用行动践行使命。今年是
“十四五”开局之年、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
年，也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关键
之年。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
三亚人民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跟党
走，以“闯”的精神，“创”的劲头，

“干”的作风，奋力开创新时代高
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以优异的成
绩向建党100周年献礼，朝着打造
海南自贸港建设新标杆的目标奋
勇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此次活动由三亚市委、三亚市
人民政府主办，三亚市委宣传部
承办。

三亚市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交响合唱音乐会

奋斗百年路 永远跟党走
周红波张震华包洪文出席

百年辉煌，砥砺初心向复兴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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