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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况
开：3152.89低：3096.10
高：3153.11收：3110.65
成交额：1922亿元
涨跌幅：-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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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跌：
-48.40

开：10660.69低：10540.69
高：10704.39收：10621.79
成交额：2584亿元
涨跌幅：-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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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钱进 详见11版

海口 雷阵雨
20℃-24℃ 微风＜3级

三亚 雷阵雨
23℃-29℃ 微风＜3级

天天开彩 详见17-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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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中奖情况：“排列3直选”中5注，单注

奖金1040元；“排列3组选3”中7注，单注奖
金 346 元；“排列 5 直选”中 1 注，单注奖金
10 万元。全国中奖情况：“排列 3 直选”中
3416注，单注奖金 1040元；“排列 3组选 3”
中 6982注，单注奖金 346元；“排列 5直选”
中29注，单注奖金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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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奖情况：一等奖中 17 注，单注
奖金 5925049 元；二等奖中 73 注，单注
奖金 113999 元。

海南一等奖中 0 注；二等奖中 0 注。
下期奖池基金：52.3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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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News

从海南“总部署”看改革再出发三大新动向

新华社电 在这
个中国改革开放40
周年的春天，《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支
持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指导意见》
发布，向世界展示中
国在更高层次掀起
改革热潮的决心。

这份超万字的
海南改革“总部署”，
不仅推动海南成为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新标杆，而
且传递中国在拓展
广度与深度上谋划
改革再出发的新动
向。

3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发力”实体经济

指导意见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明确，坚持把实体经济作为发展经济的着
力点，紧紧围绕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支持海南
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一些专家称，这透出新
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立”的重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历经两年多时
间，实体经济要着力于‘立’新，也就是破解
质量问题，赋予经济发展新动能。”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装备工业研究所所长
左世全说。

根据指导意见，海南在实体经济上将要
“发力”的内容包括：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
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互联网、物联
网、大数据等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高起点
发展海洋经济等。

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
福林看来，全面深化改革是决定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首要任务就是以振兴实体经济为目
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转向高质量
发展的三大变革中，动力变革是关键，也是
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的前提条件。

一些专家也指出，作为对海南最高级别
的战略支持，这样的政策安排既体现了对海
南的量身定制，也是为打造改革开放高地，
给全国树立一个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标杆。

国企与产权是当前改
革“硬骨头”

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

产管理体制、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指
导意见中，这些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

“硬骨头”被放在突出位置，既是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要着力攻克的，也是中国全
面深化改革要重点攻坚的。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充分发
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关键是通过改革提供和完善制度环
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朱之鑫说。

在啃“硬骨头”方面，指导意见提出
国企改革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
集团层面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全公司法
人治理结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
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要“探索政府直
接授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
国有企业横向联合、纵向整合和专业化
重组”。

同时，指导意见中还提出，在海南全
省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建立
不同权属、不同用途建设用地合理比价调
节机制和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统筹不同地
区、拥有不同类型土地的农民收益。

民生领域提出“健全
完善长效机制”

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健全最低
工资标准调整和工资支付保障长效机
制、建立和完善房地产长效机制……

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健全改善民
生长效机制”，明确提出具体民生领域
要健全“什么样”的长效机制，明确提
出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开展激发
重点群体增收活力改革试点、创新社
会救助模式等措施去解决“怎么样”健
全长效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决策部
署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健全改善民生长效机制、打造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深化行政体制改
革等，都着眼于使人民增强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经济学家张连起说。

着眼于海南的定位与特点，指导意
见中还提出“在国家政策框架内，加快
完善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
建设相适应、体现工作绩效和分级分类
管理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分配政策”。

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
网络化、智能化建设上，指导意见中称
要按适度超前、互联互通、安全高效、
智能绿色原则，加快构建现代基础设
施体系。

本报讯 由海南省委宣传部主办、海南广播
电视总台2018年重点打造的大型党建理论讲述
类电视节目《光荣的追寻》开机启动仪式昨日在京
举行。

据悉，《光荣的追寻》是省委宣传部学习宣传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而推出的中国首档以入党申请书为载体的
党建理论讲述类节目。《光荣的追寻》从8900多万
名党员的入党申请书中截取20个坐标，定位20段
人生，通过一份熨帖人生温度的入党申请书，解读
一段有担当、有信仰、有国家大义的党员人生，彰
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力量。

《光荣的追寻》以“真挚的入党申请，不变的
初心使命，让信仰成为民族复兴的力量”为主题，
节目由主持人敬一丹作为入党申请书的“开启
人”，通过对主人公入党申请书的“追寻”，邀请当

事人走进演播室，讲述人物鲜活的故事，让观众
感受信仰的力量。在昨日的发布会上，节目部分
主人公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总工程师林鸣、
海南鹦哥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站长刘磊、中
国航天科工二院刘朝辉等人受邀出席，节目追寻
观察员社会文化专家邴正、党史专家常欣欣也来
到现场，同节目主创团队一起向到场媒体记者分
享参与节目初衷以及节目背后的感人故事，共同
开启《光荣的追寻》初心之旅。

《光荣的追寻》中不仅有感人至深的奋进故
事，还邀请专家、学者、青年党员作为追寻观察
员，权威专家用中国理论回答中国问题，年轻观
众用新鲜思考对话理论实践，百万网友用互联网
思维解读理论热点。

据悉，《光荣的追寻》将于5月初在旅游卫视
晚间黄金时段正式播出。 记者 沈丽焕

《光荣的追寻》发布会在京举办
旅游卫视5月初正式播出

本报讯 昨日下午记者从省
气象台获悉，预计本周前中期琼
岛降水较多，气温缓慢回升，后期
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继续升
高。省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前期
降水较多，局地有大到暴雨，有利
于橡胶树病害的发生发展，需及
时加以防治，低洼地果园、稻田需
清沟排水，防止涝害的发生。

陆地方面，16日-19日，受
偏东气流影响，琼岛有阵雨或雷
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气温逐日
缓慢回升，19日琼岛最高气温可
升至 26- 29℃，最低气温 20-
23℃。

20日-22日，受偏南气流影
响，琼岛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
继续回升，最高气温北部和西部
地区将升至32-35℃，其余地区
28-31℃，最低气温内陆地区20-

22℃，沿海地区22-25℃。
海洋方面：16日-19日，北部

湾海面和琼州海峡，琼岛东部、南
部和西部海面风力5-6级、雷雨
时阵风可达7-9级，西沙、中沙和
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7级；
20日-22日，各预报海区风力5-
7级.
记者 吴兴 通讯员 许嘉 翁小芳

琼岛本周前中期降水较多

局地有大到暴雨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省考试局获悉，
2018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成
绩将于4月19日公布，届时，考生可通过输
入姓名和身份证号在中国教育考试网（
http：//ntce.neea.edu.cn）查询本人本次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成绩。考生如对
本人成绩有异议，可自4月19日起5个工
作日内，由本人持身份证到省考试局社会
考试处（海口市红城湖路60号）提出复核
申请。复查时仅查询登记分数是否准确。

据了解，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各
科成绩合格者，可报名参加2018年上半年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报考面试事宜
参阅《关于2018年上半年海南省中小学教
师资格考试面试的公告》。中小学教师资
格考试笔试合格成绩两年有效，即报名参
加本次面试的考生笔试合格成绩有效期
截止日期须在 2018 年 4 月 19 日之后，
2016年上半年笔试合格成绩在有效期范
围内。 记者刘泽飞

新华社电 天文专家介绍，4月18日天宇将
上演“金星合月”美丽天象，在天气晴朗的条件
下，公众可一睹有着“维纳斯”之称的金星与一弯
娥眉月相依相伴的迷人场景。天文教育专家、天
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说，18日为农历三
月初三，当天傍晚时分，在深蓝色的天幕下，人们

会看到娥眉月如同一艘银色小船，灿若宝石的金
星在月亮的右下方紧紧跟随着它。星月交辉，形
影相随，为暮春的天宇增添精彩。

想要一睹这幕浪漫天象的公众要抓紧时间
观赏，因为在日落后的一个半小时之内，它们就
会双双落到地平线以下。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成绩19日公布

“金星合月”明日傍晚上演，抓紧时间观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