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昨日，我省部分厅局、市县纷纷召开会议，原原本本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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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以及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 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个地方

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风貌。
“如果海南岛更好发展起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就更有说服力，更能够增强人们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海南争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成为展示
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片。深
情的嘱托，激发起海南干部群众开拓进取、奋勇
拼搏的旺盛热情，鼓舞起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的昂扬干劲。

兴办经济特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过程中的重要一步。早在1984年，邓小平同志

在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后就曾提出：
“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
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海南岛和
台湾的面积差不多，自30年前划定为经济特区
之后，海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进入了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历史新阶段，成为我国改
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海南等经济特区的巨大变
化，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卓越成
就，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
关键一招。40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昭示世人，通向现代化的
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息，
条条大路通罗马。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有说服力，发展是
硬道理。从一个年生产总值仅有 57.28 亿元的
边陲海岛，发展成年生产总值达 4462.5 亿元的

国际旅游岛，海南的发展成就，是我国改革开放
历史性进步的缩影。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
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海南要坚决贯
彻新发展理念，探索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确保如期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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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目标。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有说服力，人民是
中心和主体。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
创精神，从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反复
出现的问题背后查找体制机制弊端，我们才能
找准深化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始终把人民利
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着力提高保障和改善
民生水平，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改革发展成果才会更多更公平惠
及人民。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有说服力，实干是
必由之路。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
苦干的特区精神，保持爬坡过坎的压力感、奋勇
向前的使命感、干事创业的责任感，以舍我其谁
的信念、勇当尖兵的决心大胆探索，以实事求
是、真抓实干的态度务实求变、务实求新、务实
求进，就一定能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成为新时
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标杆。

“道虽迩，不行不至”，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
接续奋斗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一代
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中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
对海南的要求和期待，也是对全国各地的要求
和期待。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历史
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必然成功，中华民族一定会对
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有说服力
——四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特区3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省高院
省高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中

心组学习，原原本本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和《指导意见》，以及省委常委会（扩大）
会议精神。

会议强调，全省法院要提高政治站位，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
分认识中央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重大决
策的历史意义，站在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全局
的角度，深刻领会国家责任，海南担当的重大使
命，站在决不让海南错失第三次宝贵发展机遇
的角度，坚定舍我其谁的信念、勇当尖兵的决
心。

会议提出了三大举措：一是迅速掀起大学
习大讨论热潮，全省各级法院要第一时间召开
专题会议，认认真真、原原本本传达学习习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中央文件精神，明确学习内容、学
习标准，讲究学习方法，突出学习效果，通过学
习在全省法院干警中形成强大的思想动力，凝
聚新时代海南特区人创业干事的精气神。二
是迅速开展大调研活动，立足法院本职，围绕
建立适应自贸区发展的司法制度体系，谋划贯
彻方案，明晰任务清单，找准法院服务自由贸
易区建设的切入点、着力点。三是迅速开展大
行动，尽快形成调研报告，向省委和最高法院
报告，有序推进贯彻方案的落实，按照营造国
内一流营商环境标准开展司法公信再提升工
程，深入推进司法改革，加快智慧法院建设，抓
紧建设国际化审判队伍，集聚适应自贸区发展

的司法人才。

省公安厅
省公安厅召开厅党委扩大会议，原原本本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导意
见》，以及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迅速行动，
组织全省公安民警原原本本进行传达学习；厅
机关民警要发挥带头作用，围绕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相关知识，通过
邀请专家等方式集中培训学习，带动全省公安
机关学习热潮；要在学懂弄通的基础上，成立领
导小组，统筹协调各警种单位梳理与自身职能
相关的工作任务清单，逐项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细化实化任务分工，切实提高执行力，以实际的
行动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海
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贡献公安力量。

省文联
省文联作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和理论中心

组（扩大）学习会，原原本本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和《指导意见》，以及省委常委会
（扩大）会议精神。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指导意
见》站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
略高度，发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强音，吹响了

海南全面开放、深化改革的冲锋号，凝聚起全省
人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建设美好新海南的强
大动力，令人鼓舞，催人奋进。会议要求全省文
艺工作者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以时不我待、只争
朝夕、一天也不耽误的精神，积极投入到海南深
化改革开放的热潮中，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
的热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总书记重
要讲话和中央文件精神上来。要细化实化措
施，逐一对标，列出清单，建立台账，明确责任，
确保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文件精神在文艺
界落地见效。要提高政治站位，统筹推进省文
联、省作协深化改革，确保如期完成改革任务，
并指导推动市县文联改革。要扛起责任担当，
精心策划开展主题文艺创作，高标准严要求加
强题材规划，提升文艺原创力，深度挖掘海南文
化内涵和文化特色，用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描
绘新海南，讲好新海南故事。要采取切实措施，
大力吸引和培养文艺人才，构建更加开放的引
才机制，让各类文艺人才在海南各尽其用，各展
其才。

海口琼山区
海口琼山区召开十三届区委常委会（2018

年）第16次（扩大）会议，原原本本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导意见》，以及省委常
委会（扩大）会议精神。

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覆盖全岛的自由贸
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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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展示中国风
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片”的战略目
标定位，结合琼山实际，在“四大发展战略目标”
的基础上，找准琼山发展的角色定位和突破口，
充分发挥琼山的资源优势、后发优势和环境优
势，进一步完善明确推动琼山新发展的思路和
目标。

海口美兰区
海口美兰区召开七届区委常委会（2018）

第19次（扩大）会议，原原本本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导意见》，以及省委常委
会（扩大）会议精神。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在学深悟
透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下功夫；全面系统准
确把握，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海口市委
对美兰工作部署要求一体学习领会、整体贯
彻落实。要先谋后动，在谋好篇、开好局、起
好步上下功夫，立足中央赋予海南经济特区
的战略目标定位，结合美兰实际，找准美兰在
全市、全省发展的角色定位和突破口，当好海
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坚决扛起建
设美好新海南的美兰责任担当；要研究制定
美兰的贯彻实施意见，进一步细化工作任务措
施，明确责任和时间节点，加快把政策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转化为增长动力。要担当尽
责、真抓实干，坚决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落到实处。

我省各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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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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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在人民
大会堂会见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
积极向好势头，但面临的诸多问题并未从根本
上解决。我去年在达沃斯指出的全球增长动
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这
三大根本性矛盾仍然比较突出。近来，反全球
化思潮和保护主义情绪升温，加剧了世界经济
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
未艾，但也蕴含不少风险和挑战。现在世界上
的问题这么多，挑战这么多，还是要通过平等

协商，加强多边合作来应对。历史一再证明，
封闭最终只能走进死胡同，只有开放合作，道
路才能越走越宽。大国在这方面承担着重要
而特殊的责任。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愿同
国际社会一道，在开放中合作、以合作求共赢，
为给世界带来光明、稳定、美好的前景发挥积
极作用，作出更多建设性贡献。在前几天刚结
束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我宣布了中国扩大
开放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我们言必行，行必
果，因为这是我们对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庄
严承诺。

习近平会见世界经济论坛主席

本报讯 昨日，我省各厅局、各市县纷纷召开会议，原原本本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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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以及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 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个地方可
以体现一个国家的风貌。

“如果海南岛更好发展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就更有说服力，更能够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信心。”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海南争创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成为展示中国风
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片。深情的嘱
托，激发起海南干部群众开拓进取、奋勇拼搏的
旺盛热情，鼓舞起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的昂扬干劲。

兴办经济特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
程中的重要一步。早在1984年，邓小平同志在视
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后就曾提出：“我们还
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
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
差不多，自30年前划定为经济特区之后，海南获得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进入了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的历史新阶段，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
口。海南等经济特区的巨大变化，充分体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卓越成就，充分证明改革开
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40年来，我
们党带领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昭
示世人，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
正确方向、驰而不息，条条大路通罗马。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有说服力，发展是硬
道理。从一个年生产总值仅有57.28亿元的边陲
海岛，发展成年生产总值达4462.5亿元的国际旅
游岛，海南的发展成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性
进步的缩影。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海南要坚决贯彻新发展理
念，探索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
可持续的发展，确保如期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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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定的目标。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有说服力，人民是中
心和主体。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
神，从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反复出现的

问题背后查找体制机制弊端，我们才能找准深化
改革的重点和突破口。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
高无上的地位，着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改革发展成果才会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有说服力，实干是必
由之路。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
干的特区精神，保持爬坡过坎的压力感、奋勇向
前的使命感、干事创业的责任感，以舍我其谁的
信念、勇当尖兵的决心大胆探索，以实事求是、真
抓实干的态度务实求变、务实求新、务实求进，就
一定能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成为新时代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的新标杆。

“道虽迩，不行不至”，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
接续奋斗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一代又
一代人的接续奋斗中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对
海南的要求和期待，也是对全国各地的要求和期
待。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历史前进的
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国的
改革开放必然成功，中华民族一定会对人类做出
新的更大贡献。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有说服力
——四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特区3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省文联
省文联作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和理论中心

组（扩大）学习会，原原本本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指导意见》，以及省委常委会（扩
大）会议精神。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指导意
见》站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
高度，发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强音，吹响了海
南全面开放、深化改革的冲锋号，凝聚起全省人
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建设美好新海南的强大动
力，令人鼓舞，催人奋进。会议要求全省文艺工
作者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一天也不耽误的精神，积极投入到海南深化改革
开放的热潮中，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的热潮，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和
中央文件精神上来。要细化实化措施，逐一对
标，列出清单，建立台账，明确责任，确保习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中央文件精神在文艺界落地见
效。要提高政治站位，统筹推进省文联、省作协
深化改革，确保如期完成改革任务，并指导推动
市县文联改革。要扛起责任担当，精心策划开展
主题文艺创作，高标准严要求加强题材规划，提
升文艺原创力，深度挖掘海南文化内涵和文化特
色，用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描绘新海南，讲好新
海南故事。要采取切实措施，大力吸引和培养文
艺人才，构建更加开放的引才机制，让各类文艺
人才在海南各尽其用，各展其才。

省公安厅
省公安厅召开厅党委扩大会议，原原本本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导意见》，以
及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迅速行
动，组织全省公安民警原原本本进行传达学
习；厅机关民警要发挥带头作用，围绕建设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相关知
识，通过邀请专家等方式集中培训学习，带动
全省公安机关学习热潮；要在学懂弄通的基础
上，成立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各警种单位梳理
与自身职能相关的工作任务清单，逐项制定具
体实施方案，细化实化任务分工，切实提高执
行力，以实际的行动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精神，为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探索
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贡献公安力量。

海口琼山区
海口琼山区召开十三届区委常委会（2018

年）第16次（扩大）会议，原原本本传达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导意见》，以及省委常委
会（扩大）会议精神。

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覆盖全岛的自由贸
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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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展示中国风
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片”的战略目标
定位，结合琼山实际，在“四大发展战略目标”的
基础上，找准琼山发展的角色定位和突破口，充
分发挥琼山的资源优势、后发优势和环境优势，
进一步完善明确推动琼山新发展的思路和目标。

海口美兰区
海口美兰区召开七届区委常委会（2018）第

19次（扩大）会议，原原本本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指导意见》，以及省委常委会（扩
大）会议精神。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在学深
悟透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下功夫；全面系统
准确把握，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市委对美
兰工作部署要求一体学习领会、整体贯彻落
实。要先谋后动，在谋好篇、开好局、起好步上
下功夫，立足中央赋予海南经济特区的战略目
标定位，结合美兰实际，找准美兰在全市、全省
发展的角色定位和突破口，当好海口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坚决扛起建设美好新海南
的美兰责任担当；要研究制定美兰的贯彻实施
意见，进一步细化工作任务措施，明确责任和
时间节点，加快把政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转化为增长动力。要担当尽责、真抓实干，坚
决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

牢记嘱托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我省各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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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

牢记嘱托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