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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口4月13日电 庆
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大会13日下午在海南省人大会
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
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的征程上，经济特区不仅要
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
办出水平。经济特区要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把握好新的战略
定位，继续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
窗口、改革开放的试验平台、改
革开放的开拓者、改革开放的实
干家。

习近平指出，新时代，海南
要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创新思
路、凝聚力量、突出特色、增创优
势，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新标杆，形成更高层次
改革开放新格局。党中央最近
研究制定了《关于支持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希

望海南广大干部群众抓住机遇、
再接再厉，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坚持新发展理
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发挥自身优
势，大胆探索创新，着力打造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
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
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生动范例，让海南成为展示中国
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靓
丽名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
始。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指出，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周年，也是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30周年。今天，我们在这
里隆重集会，庆祝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30周年，就是要充分肯
定经济特区建设的历史功绩，深
刻总结经济特区建设的宝贵经
验，在新时代新起点上继续把全
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强大动力。

习近平强调，兴办经济特
区，是我们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
出的重大决策。40年来，深圳、
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
特区不辱使命，在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历史进程中谱写
了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篇
章，在体制改革中发挥了“试验
田”作用，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
重要“窗口”作用，为全国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
了重大贡献。海南等经济特区

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党的
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是完全正确的，充分证明了党中
央关于兴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
策是完全正确的。

习近平指出，海南是我国最
大的经济特区，地理位置独特，
拥有全国最好的生态环境，同时
又是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具有
成为全国改革开放试验田的独
特优势。海南在我国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中
具有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海
南要坚持开放为先，实行更加积
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建立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
开放新格局。党中央决定支持
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
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
和制度体系。

（下转02版）

本报讯 记着康振华报
道：4月 13日，省政协副主席
邓海光率省政协专题调研组
到我市，对省政协《关于推进
珠三角港口与船舶大气污染
防治的提案》办理落实情况开
展专题调研，以有效减少港口
与航运发展对区域环境的影
响，进一步提高珠三角区域空
气质量，改善全省人居生活环
境，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

明建设。市委副书记、市长姚
奕生，市政协主席陈洪辉，副
市长张宜生会见了调研组一
行。市政协副主席潘明参加
调研。

调研组深入到神华项目岸
电、高栏国码港口码头空气质
量自动监测站点、中海油LNG
项目等地，现场调研码头空气
质量监测、远程自动化装卸、岸
电设备等情况，听取高栏港国

际货柜码头等有关单位负责人
介绍港口码头环境保护、船舶
用电等情况。调研组还到高栏
港区规划展示厅了解港区建设
情况。

据了解，我市积极开展港
口与船舶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加强船舶排放管控，加快绿色
港口建设，积极开展污染现状
调查等。其中，我市重点推进
码头岸电建设、港口机械“油改

电”、干散货码头扬尘治理等工
作。

邓海光对高栏港区建设发
展和港口与船舶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希望各
级各部门要加大对港口与船舶
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环保投入
及协调工作，推进船舶岸电、
LNG以及低硫油等能源的应用，
从产品源头上支持港口环保工
作的推进。

邓海光率省政协专题调研组到我市调研有关提案办理落实情况

推进港口与船舶大气污染防治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4月

13日上午，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
议和九届七次主席会议，对市政协
全面彻底肃清李嘉、万庆良流毒影
响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深入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
则精神和中纪委有关开展谈话提
醒的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机关党建
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市政协主
席、党组书记陈洪辉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充分认识严格落实从严
治党主体责任、党组领导责任和“一
岗双责”职责的重要意义，按照“新
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
的总体要求，切实把党建、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不
断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下转03版）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九届七次主席会议

研究部署机关党建
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新华社海口 4 月 13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海南
考察时强调，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
更大的力度谋划和推进改革开
放，充分发挥生态环境、经济特
区、国际旅游岛的优势，真抓实
干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4月的琼州大地，满目苍翠，
天蓝海碧，鸟语花香，到处展现
勃勃生机。11日至13日，习近
平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
年会有关活动后，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
宁，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省长
沈晓明陪同下，先后来到琼海、
三亚、海口等地，深入农村、科研
单位、政务中心，考察调研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

11日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规划馆，了解先行区功能定位和
规划，听取建设情况介绍，察看
国产磁控胶囊胃镜机器人等先
进医疗设备，并同医疗专家们亲
切交流。他强调，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经济要
发展，健康要上去。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离不
开健康。要大力发展健康事业，
为广大老百姓健康服务。

12日下午，习近平来到设在
三亚市的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
与工程研究所，看望科技人员和
考察科技创新情况。海南省管
辖我国三分之二的海洋面积，在
开展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
开发等技术研发方面具有得天
独厚的条件。这个所是由海南
省人民政府、三亚市人民政府和
中国科学院三方联合共建的深
海科技研发机构。习近平仔细
听取有关我国深海科学研究和
探测情况介绍，通过视频短片了
解我国首次在马里亚纳海沟开
展万米级海底探测情况，并兴致
勃勃走进深海探测装备展示区
察看各种深海深潜高技术装
备。“海斗”号无人潜水器、“海
翼”号深海滑翔机、“天涯”号深
渊着陆器等深海科考设备吸引
了总书记的目光。他拿起采自
马里亚纳海沟万米海底的海水
样品仔细端详，捧起国产深潜用
固体浮力材料掂了掂分量。“深
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总设计师
胡震和潜航员团队围拢过来，总
书记同他们一一握手，向他们询
问深海下潜的感受和设备的研
发、试验情况。他指出，我国是
一个海洋大国，海域面积十分辽
阔。一定要向海洋进军，加快建
设海洋强国。南海是开展深海
研发和试验的最佳天然场所，一
定要把这个优势资源利用好，加
强创新协作，加快打造深海研发
基地，加快发展深海科技事业，
推动我国海洋科技全面发展。

离开研究所时，科研人员纷
纷围聚过来，向总书记问好。习
近平勉励大家要献身祖国科技
研发事业，努力抢占科技发展制
高点，研究出更多更好成果，推
动科研同实际应用相衔接，为国
家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随后，习近平冒着30多摄氏
度的高温来到国家南繁科研育种
基地。海南是我国重要的农作物
种子繁育基地。每年冬春季节，
数以千计的科学家、技术员从全
国各地聚集到这里育种、制种。
蛙鸣鸟啼，稻花飘香。习近平沿
着田埂走进“超优千号”超级水稻
展示田，察看水稻长势，同袁隆平
院士等农业科技人员亲切交谈，
了解水稻育制种产业发展和推广
情况。听到我国科研人员培育的
超级杂交稻品种屡创世界水稻单
产最高纪录，习近平十分高兴。
他强调，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这是
我国最大的国情。良种在促进粮
食增产方面具有十分关键的作
用。 （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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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经济特区要继续办下去
要办得更好办出水平

4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海南省人大会堂出席庆祝海南建省办
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