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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7月 5日向阿尔及利亚民主人

民共和国总统特本致贺电，祝贺阿尔

及利亚独立革命胜利60周年。

习近平指出，60 年前，阿尔及利

亚人民经过艰苦斗争，实现了国家独

立和民族解放，谱写了阿拉伯和非洲

民族解放运动的光辉篇章。中国政府

和人民曾为阿尔及利亚独立革命提供

支持和帮助，两国和两国人民在斗争

中结下深厚友谊。近年来，两国政治

互信日益增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

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

阶。我高度重视中阿关系发展，愿同

特本总统一道努力，推进两国在共建

“一带一路”框架内各领域交流合作，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阿尔

及利亚总理阿卜杜拉赫曼致贺电。李

克强表示，两国建交64年来，双边关系

一直健康稳定发展。我愿同阿卜杜拉

赫曼总理携手努力，拓展深化两国各

领域互利合作，丰富中阿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习近平向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
就阿尔及利亚独立革命胜利60周年致贺电
李克强向阿尔及利亚总理阿卜杜拉赫曼致贺电

本报海口7月5日电 7月5日，省
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
意见。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金
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金砖国家领
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全球发展高层对
话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加快推
进各项核心政策落地，开展好高水平开
放压力测试，扎实做好封关运作准备工
作，蹄疾步稳推动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开放的大门
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香

港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做好
中央对香港基本方针政策的“宣传员”，
积极向在港琼籍乡亲宣传中央政策主
张，使之成为一支爱国爱港的重要力
量。要做好琼港合作的实践者，加强优
势互补，推动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武
汉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以
更大力度打好科技创新翻身仗，加快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要坚持科学精准
防控，统筹做好就业、社会保障、贫困
群众帮扶、助企纾困等工作，以小的代
价实现好的效果。要补齐短板弱项，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升基层治理和

服务水平。
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政治协

商工作条例》，强调要全面加强党对政
协工作的领导，切实抓好《条例》的学
习宣传贯彻，不断提升政治协商工作
水平，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最大限
度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会议听取我省应对台风“暹芭”工
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增强“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真正把保障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做到思想上高度
重视、行动上抓实抓细。要进一步健
全“三防”工作机制，突出分级负责制，
提升效能与效率；强化属地责任，保障

辖区海域所有渔船安全。要充分利用
信息化手段，做好灾害预测预报预警，
全面预防和排查地质风险隐患，逐步
推动易受灾村庄搬迁，提高“三防”工
作水平。要加强组织领导，以更严要
求落实好各方责任。

会议审议了《关于委托实施部分省
级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审批事项的决
定》，要求在精准放权、取得实效、动态
调整上下功夫，既要给市县充分赋能
松绑，又要考虑各市县的管理能力、承
接能力，适时调整放权程度范围。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沈 伟）

本报海口 7 月 5 日电 7 月 5 日，
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新发展理念的重要论述。
冯飞、毛万春等省领导参加。省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部分成员交流了学习
体会。

沈晓明指出，新发展理念作为一
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
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
论和实践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为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发展提供了科
学指引。全省上下要深刻认识到，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坚
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的实际行动，是遵循科学发展
规律的具体体现，是海南高质量发展
的根本出路，必须走好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发展之路，力争在高质
量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沈晓明强调，全省党员干部要着
重把握几对辩证关系，进一步提升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能
力。一是既要开拓创新，也要脚踏实
地，从海南资源禀赋出发，谋划发展
重点产业，做到苦干实干而不是蛮干
乱干。二是既要抓好经济与社会协

调发展，也要抓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
明协调发展，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和预
防犯罪，加大“扫黄打非”力度，大力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三是既要保护
好生态环境，也要利用好生态资源，
在守住红线的前提下，让资源发挥更
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让老百
姓身在宝山硕果累累。四是既要坚
持全面共享，也要坚持共建共享，坚
持人民主体地位，增强群众建设自由
贸易港的“主人翁”意识，做到发展为
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

沈晓明还就当前重点工作作了部
署。他要求，要全力落实好全岛封关

运作准备工作任务清单、项目清单、
压力测试清单，确保今年底封关运作
项目全部开工建设。要坚持四大主
导产业不动摇，不断做大做强细分产
业，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
础。要加快推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建设，做好“雨林+”文章，让广大游
客和居民进入雨林、了解雨林、敬畏
雨林、保护雨林。要切实抓好民生领
域工作，把自由贸易港对市场主体的
吸引力转化为就业优势，全面提升基
层教育医疗水平，保障好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沈 伟）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
沈晓明主持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力争在高质量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冯飞毛万春参加

本报讯（三 亚 传 媒 融 媒 体 记
者 刘佳 汪宏泉）7 月 6 日至 8 日，
以“海归携手自贸港 共享海南新未
来”为主题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
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年会暨海归
创新创业海南自贸港峰会将在三
亚举办，目前会展布置等各项筹备
工作已基本就绪，进入整体收尾阶
段。

7月5日上午，记者在欧美同学
会第九届年会主会场看到，舞台搭
建、音响设备、应急供电设备、红外
体温测温门等均已到位，工作人员
正在对背景灯光音响等设备进行
最后调试。

“我们派出了百余人的团队在
布展、接待及细节服务方面加强保
障，现在基本上已经进入到收尾阶
段，接下来开始进行细节的调试以
及彩排。”欧美同学会第九届年会
会展工作负责人 何林介绍。

为保障年会顺利举办，三亚全
面加强组织保障、疫情防控、城市
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制定多项工
作方案，对年会期间医疗保障、疫
情防控、食品和特种设备安全保障
等工作做了详细分工，全方位多举
措把好疫情防控关。

城市服务保障方面，各部门通

力合作，协调做好酒店、食品安全、
交通安保、供电通信、氛围营造等
各项工作，消防、应急、公安交警等
各部门到现场实地考察安排工作，
并督促会展中心加快布置进度，以
确保年会顺利进行。

“我们派出 3 名安全专家对会
展整体舞台搭建、临时用电、消防
安全进行全面的排查，消除各类安
全隐患问题，确保用电、通风采暖
消防系统等处于良好状态。”海棠
区应急局安全监管队队长唐凯表
示。

“我们将全程驻点，跟踪指导，
年会期间将加派执勤力量，做好重
点区域的细致排查，全方位保障年
会安全召开。”海棠区消防救援大
队副大队长张伟说。

记者了解到，三亚重点园区主
题展馆将在年会期间与参会嘉宾
见面，将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展现
三亚致力于打造国际旅游胜地和
自贸港科创高地取得的新进展、新
成效。此外，三亚还积极开展招才
引智、招商引资工作，精心设计了
围绕崖州湾科技城、中央商务区、
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等重点
园区的考察路线，充分展示三亚主
导产业的发展情况。

迎八方宾客

欧美同学会第九届年会
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 ”演出 震撼体验红色
7 月 3 日晚，槟榔河畔，红旗锦簇，掌声雷动。大型椰

海实景演出·红色娘子军的精彩演出，带给现场近千名
观众全新的观感体验与视觉冲击。

据介绍，实景演出 · 红色娘子军改编自报告文学
《红色娘子军》，演出围绕“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
子军特务连”120 名女战士的革命历史，为观众呈现一台

“艺术与科技融合、梦幻与现实兼容、神奇与秀美共赏、
历史与文化同辉”为一体的实景演出。

自 2018 年 2 月在三亚首演以来，实景演出 · 红色娘
子军经过多次改编升级，先后增加了蒙太奇表演方式和
全息激光投影、裸眼 3D、三维爆破、可升降冰屏等舞台科
技。第五季复演全新升级后，演出中，热血与浪漫、战斗
与生活、文化与科技充分交融。

据介绍，实景演出 · 红色娘子军是陕旅集团演艺板
块走出陕西的第一部演出，也是三亚红色娘子军演艺公
园的首台演出剧目。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王昊 张慧膑 林
林）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
云集。记者7月 5日从中国国际消
费品博览会组委会（以下简称“消
博会”）获悉，第二届消博会将设立
新品集中发布专区，在 7 月 27-28
日举办为期两天的新品发布会。

据介绍，共有 28 家企业携带
超过 60 个品牌的新品惊艳登场，
涵盖美妆、电子科技、珠宝首饰等
品类。

国际展区的欧莱雅集团、资生
堂集团、皮尔法伯集团将在新品发
布会上展示最新香化类产品和全
新黑科技；戴尔科技集团、傲胜将
带来全新笔记本电脑和减压养身
椅。

高端洋酒品牌格兰菲迪、帝亚
吉欧、麦卡伦、大摩威士忌的稀世臻
藏威士忌也将惊艳亮相；西班牙敖
司堡集团、国药大健康、Fancl、泰森
食品、澳优乳业在本次活动中将以

“健康”为亮点推出旗下众多品牌
的健康食品、保健品缤纷亮相。

卡尔·拉格斐典雅神秘的高定
系列、第二届消博会官方倒计时合
作伙伴名士表利维拉春夏系列最
新款腕表也将纷纷亮相。

钻石珠宝品牌金伯利钻石、铂
恒美、拉威兒艺术珠宝将现场展示
典藏级珠宝。

国货精品展区代表企业华熙
生物、科大讯飞将通过本次活动展
示中国品牌在生物科技和人工智
能领域的创新与力量。

深圳免税集团、复星 FOSUN、
天猫国际、京东集团也将利用自身
平台优势，推动合作品牌或自营品
牌的新品在消博会上进行首发。

消博会时装周也将特别邀请国
际先锋创意赋能平台QI COLLEC-
TIVE 上海 Showroom 及携手旗下
青年艺术家孵化平台项目 GEEK
WONDERLAND 首次亮相发布最
新系列服装作品。

据悉，新品发布舞台设在海南
国际会展中心迎宾大厅，将由人民
日报数字传播进行全程直播。

第二届消博会
7月27-28日举办新品发布会

超60个品牌新品将惊艳亮相

本报讯 第三十二届（2021 年
度）海南新闻奖评选结果日前揭
晓。三亚传媒影视集团收获颇丰，
共有18件作品获奖，其中一等奖 2
件、二等奖 6件、三等奖 10件。 三
亚传媒影视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华
获海南远志奖。

本届海南新闻奖设14个大项，
29个评选项目，共收到参评作品704
件，定评评出获奖作品248件，其中
特别奖3件，一等奖46件，二等奖82
件，三等奖117件。本届海南远志奖
共有7家新闻单位的8名编辑记者
参评，评出远志奖获得者5名。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选送的由卢
巨波、郭艳菊、王鑫、刘盈盈、姜晓
莹、黄珍、李少云采写，陈太贤、梁
丽春、王红卫编辑的系列报道《“海
底森林”守护者黄晖：一抹朝晖照
珊瑚》荣获报刊系列/省内媒体作

品一等奖，选送的由孙聪、薛娇主
创，纪华、付玲编辑的《三亚南繁打
造走向世界的中国“种业硅谷”》荣
获广播作品一等奖。

另外，三亚传媒影视集团选送
的通讯《跨越万里“海疆”驰援帕米
尔高原“冰山上的来客”十年带去
支教“热”量》、报纸版面《三亚日报
2021年5月25日2-3版》、报告文学
《孙毓雄：三亚富家公子变卖家产投
身抗日》、融合创新《<官方回应来
了！三亚大桥出现翻译错误 三亚民
政局：立即整改>系列短视频》等 6
件作品获得二等奖，选送的消息《孙
女千里赴西安带孙毓雄烈士“回
家”》、摄影《“安”步当车》、移动直播
《消博会来啦！主播带你去逛展》、
融合创新《“三亚好人”袁经天走了，
他最后做的这个决定让人泪目……》
等10件作品获得三等奖。（鲍 讯）

第三十二届海南新闻奖评选结果揭晓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18件作品获奖
其中一等奖2件、二等奖6件、三等奖10件

建设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
家园，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着眼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
计，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和国家重大制
度创新，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抓
手。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十分关
心督察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
示，为督察工作掌舵定向。从 2015 年
底试点至今，督察工作始终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
制度刚性和权威，夯实了生态文明建

设政治责任，解决了一大批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助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

展，成为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力

量。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
靠制度、依靠法治”

2022 年 6 月 2 日，经党中央、国务

院批准，督察组向内蒙古自治区反馈

督察情况，至此从 2019 年开始的第二

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完成了全覆

盖。

几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审阅

每一批督察工作安排、每一份督察报

告、每一份整改方案、每一份整改落
实情况，为督察工作指明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
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
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基本方略的组成部分，绿色成为新
发展理念的重要方面，三大攻坚战中
污染防治成为重要一战，“美丽”一词
写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生
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中的地位更加凸显。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
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

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
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系统形成了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指引各地区各部门从
思想、法律、体制、组织、作风上全面
发力，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
远性工作，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
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
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

这十年来，《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总体方案》相继出台，数十项改革方
案接连实施，构建起生态文明制度建
设的“四梁八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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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建设美丽中国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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