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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督查组来琼督查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情况
刘赐贵与督查组会谈 李军作表态发言

□记者 林文星
本报讯 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
统 一 部 署 ，11 月 16 日 至 20 日 ，2020 年 中
央 一 号 文 件 贯 彻 落 实 情 况 督 查 第 15 督 查
组来我省开展督查。20 日上午，督查情况
反馈会在海口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刘赐贵在会前与督查组一行会谈，
督查组组长、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出席反
馈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委农村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李军在反馈会上介绍了我省
“三农”工作情况并就做好督查整改工作作
表态讲话。
在会谈中，刘赐贵代表省委、省政府感
谢督查组对海南“三农”工作的关心支持。

他说，今年以来，海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
海南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三农”工
作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底线
目标，在全力应对“三个大考”、答好“三张答
卷”的过程中，始终把“三农”工作摆在重要
位置，坚持以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建设为抓
手，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动农民
扩种、增养和务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和“厕所革命”，提质升级农村“五网”基础设
施，加速补齐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短板，实
现乡村振兴工作队派驻全覆盖，在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的同时努力提升百姓幸福指数，为
海南自贸港建设顺利开局打下了坚实基
础。海南将以此次督查为契机，牢记习总书

记“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殷殷嘱托，坚
决落实中央有关决策部署，着力找差距、补
短板、强弱项，使美好新海南的目标在广大
农村率先实现，把海南农村建成海南人民的
幸福家园、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中外游客
的度假天堂。
王炳南在反馈会上充分肯定了我省贯
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的成效，认为海南政治
站位高、政策举措实、保障力度大、工作效果
好。他还就我省基层党建、土地资源盘活利
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工作提出具体
建议，希望海南加快补齐
“三农”短板，全面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掀
起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重
要论述的新高潮。

李军在作表态发言时说，督查组反馈
的情况，既帮助我们总结了亮点、增强了信
心，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工作建议，
我们照单全收、诚恳接受。下一步，海南将
以此次中央督查为契机，找差距、补短板、强
弱项，全力以赴改进提升工作，统筹推进自
贸港建设与乡村振兴，推动“三农”工作实现
新发展。
督查期间，督查组召开座谈会听取我省
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情况汇报，并深入三
亚、琼海、澄迈等市县的乡村农户、合作社、农
业企业、共享农庄等开展实地督查，采取查阅
资料、干部访谈、入户走访等方式了解情况。
省委常委、秘书长孙大海，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何西庆参加有关活动。

沈晓明在政府系统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时指出

以全会精神为指导科学制定“十四五”规划及 2035 年远景目标
□记者 林文星
本报讯 根据省委的安排部署，11 月 20
日下午，省长沈晓明给全省政府系统作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他强调，要
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积极推动自贸港建
设融入新发展格局，制定好海南“十四五”规
划以及 2035 年远景目标。
沈晓明从全会的重大意义，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党中央制定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战略考
量，以及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远景目标和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
方针原则、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全会提出的
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论断、重大举措，
实现宏伟目标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等方

面，
宣讲了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就如何认识新发展格局、积极推动海南
自贸港融入新发展格局，沈晓明指出，自贸港
建设与新发展格局是内在统一的，要紧紧依
靠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自贸港建设，努力把
海南自贸港建设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汇
点，谋划打造若干自贸港融入新发展格局的
产业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将给海南带来服务贸易“窗口机遇
期”
、外贸进出口市场优化调整、自贸港
“零关
税”清单更好补充，日用消费品免税和离岛免
税政策优势加强，
成为交通枢纽等诸多机遇。
沈晓明强调，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导科学
编制好海南“十四五”规划以及 2035 年远景
目标。一是把习总书记指导国家
“十四五”规
划的方法论落实到海南的实践中，与中央 12

号文件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充
分衔接，统筹研究“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和
2035 年远景目标，以“多规合一”为引领推进
各个规划的衔接作为制定海南
“十四五”规划
纲要的基本要求。二是准确把握人口、土地
等重大生产要素的承载能力，主动研究和引
导人口的有序发展，研究土地承载力问题，
提高土地使用效益和效率。三是推进科技
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充分融入国家科
技创新驱动战略，充分突出海南特色，充分
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四是围绕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建设，推进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发
展。五是做好“三农”工作，通过科技手段推
动热带农产品迭代更新，用金融支持推动热
带农业发展。六是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建设，提出前瞻性引领性指标要求，继续

抓好生态文明各项标志性项目建设，加强生
态文明制度建设。七是推进民生事业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农村公共服务走在
全国前列，提高自贸港建设给人民群众带来
的获得感。八是抓好风险防控，强化自贸港
安全防控体系建设，加强应急体系建设。九
是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
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
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
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十是切实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
毛超峰主持会议，王路、冯忠华、倪强和
省有关部门、科研和新闻单位主要负责人在
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市县政府、洋浦管委会、
部分垂直双管单位、企业班子成员，部分院校
主要负责人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自由贸易港，
欢乐旅游岛

2020 年（第二十一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开幕
沈晓明宣布开幕

□记者 曹宝心
本报讯 11 月 20 日晚，2020 年（第二十
一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海南国际会
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沈
晓明宣布欢乐节开幕，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
张旭、副省长苻彩香在开幕式上致辞。
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作为我省标志
性的旅游节庆活动已成功举办二十届，已成
为海南与世界加强旅游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
平台和全面展示海南对外开放形象的重要窗
口。2020 年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开局之年，
由文化和旅游部与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的本届欢乐节，
是我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举办的一场大型旅游节庆活动，
也是海南着
力打造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旅名片，
更是推
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有力抓手和促进
经济发展和旅游消费提质升级的有效途径。
与往年相比，以“宣传旅游新业态、营销

旅游新产品、推出旅游新线路、创造旅游新效
应”为核心，以
“提高旅文结合度、提高国际化
水平、提高民众参与度、提高市场影响力”为
目标的本届欢乐节活动更加丰富，分为
“开幕
式系列及主体活动、海口主会场活动、市县分
会场活动、全域旅游欢乐主题月活动、六大主
题旅游线路”等五大板块，分别在海口主会场
和三亚、儋州、琼海、万宁、陵水等五个分会场
同时举办，推出涵盖会议展览、文化艺术、体
育赛事、优惠促销等在内的 170 余项精彩活
动，包括 2020 年（第五届）海南世界休闲旅游
博览会、2020 年（第六届）海南国际旅游美食
博览会、2020 年海南国际旅游装备博览会、
2020 博鳌文创周、2020 海南锦·绣世界文化
周、2021“自贸港之声”新年音乐会、
“锦尚添
花”古典民族音乐会、2020 BMW 越山向海
人车接力海南年终巅峰赛 、2020 年海南沙
滩 运 动 嘉 年 华 、2020 腾 讯 数 字 文 创 节
（TGC）、
“育新机·开新局·扬国漫”—2020 中

国动漫产业年会、海南国际啤酒节等，
“旅
游+文化+体育”的特点更加突显。全域旅游
欢乐主题月活动将在全省各市县推出六条主
题旅游线路，方便市民游客深度参与，促进旅
游消费增长。
张旭在致辞时预祝本届欢乐节圆满成
功。他表示，欢乐节的举办，是新形势下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战略部署的具体举
措，
欢乐节各项活动的开展将深度挖掘展示海
南旅游资源，吸引旅游消费，为打造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提供助力，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增加
“软实力”。文化和旅游部将继续支持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
支持海南建设成为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和世界知名国际旅游消费胜地。
副省长苻彩香在致辞时表示，今年的欢
乐节是海南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举办的
一场大型旅游节庆活动，也是海南自贸港开
局之年举办的第一场欢乐节，是海南着力打
造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旅名片，更是推进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有力抓手和促进经
济发展和旅游消费提质升级的有效途径。
随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为本届欢乐节
量身定制的欢乐主题晚会精彩上演。晚会
中，精彩的舞蹈《飞天彩虹》一展敦煌神女风
姿，安格隆器乐演奏《仔鸭歌》
《哆来咪》异域
风情浓郁，南非歌舞《PATA PATA》、情景魔
术《东方色彩》、西班牙舞蹈《火热飞裙》、阿拉
伯舞蹈《幻沙魅惑》以及中国杂技团节目《宫·
商·角·徵·羽》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营造出
欢乐节浓厚的节庆氛围。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肖杰，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许俊，省政协副主席蒙晓灵，省政
府秘书长倪强、柬埔寨王国驻海口总领馆总
领事黄万达，北马其顿大使馆临时代办助理
博瑞安·杂费罗斯克，以及来自全国多个省区
市旅游行政部门、涉旅行业协会、有关会展和
文化活动的嘉宾，我省有关单位领导，曾奋战
在抗疫一线的白衣英雄等出席开幕式。

我省发布公众健康提醒

近 14 天内有天津这些地区旅居史人员请主动申报
□记者 钟起的
本报讯 鉴于目前天津市新冠肺炎疫情
形势，为做好我省疫情防控工作，昨日，省疾

控中心发布公众健康提醒。
通知要求，凡 14 天内（即 11 月 6 日-20
日）有天津市东疆港区瞰海轩小区旅居史人
员应主动申报和排查。现居住我省且有天津

市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特别是与天津市感
染者行程轨迹有交集的人员，以及 11 月 6 日
以来到过天津市滨海新区杨北物流园、东疆
港区瞰海轩小区、天津泰达医院、童心小耶鲁

科技大学幼儿园的市民，请主动拨打各市县
指挥部咨询热线，主动向所在社区报备相关
情况，市县统一安排开展核酸检测，费用由市
县负责，
并按相关防控措施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