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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赐贵会见香港海南社团总会参访团
毛万春李军出席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 1 月 10 日下午袁省委书记刘赐
贵在海口会见了以香港中联办副主任何靖为荣誉团长袁香港海南社团总会会长张
泰超为团长的香港海南社团总会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考察团一行遥
省政协主席毛万春袁 省委副书记
李军袁省委常委尧统战部部长肖杰参加
会见遥
刘赐贵对各位琼籍乡亲的到访表
示欢迎遥 他指出袁过去的 2018 年是海
南极不平凡的一年袁 全省上下认真学
习贯彻习总书记野4窑13冶重要讲话和中
央 12 号文件精神袁紧紧围绕野三区一
中心冶定位袁坚持抓学习尧重创新尧打基
础尧守底线尧防风险尧促发展袁各项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袁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
现良好开局袁发展态势欣欣向荣尧蓬勃
向上遥
刘赐贵对广大香港琼籍乡亲爱
国爱港爱乡的高度热情和突出贡献
表示肯定遥 他说袁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袁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关键一年袁也是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政策落实年袁全省上下正抓住千
载难逢的重大历史机遇袁 凝心聚力尧

加快推进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遥 希望各位乡
亲发扬椰树精神袁继续维护香港繁荣
稳定袁积极参与家乡建设袁为海南发
展多作贡献遥
何靖对海南省委尧省政府给予香
港工作的大力支持 表示 感 谢 袁 对 海
南 2018 年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开 放 取 得
的显著成果表示赞赏遥 他表示袁琼籍
乡 亲 是 香 港 社 群 的 重 要 组 成部分袁

是爱国爱港的重要力量袁在维护香港
繁荣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当前袁
海南正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袁相信通
过此次回乡参访袁香港各海南社团必
将把工作做得更好袁为海南发展贡献
更大力量遥 中联办也愿发挥所长袁服
务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国
家战略遥
张泰超表示袁此次参访的各位乡
亲切身感受到在中央坚强领导下袁海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

研究省级重点产业园区
规划布局调整有关事宜

南省委尧省政府先谋后动尧蹄疾步稳
推进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各项工作袁发展面
貌日新月异袁 宏伟蓝图令人振奋袁大
家都备受鼓舞尧充满信心尧满怀期待遥
香港海南社团总会将在中央有关部
门和省委尧省政府的领导下袁继续建
设好有凝聚力尧影响力尧战斗力的社
团袁为香港繁荣稳定和家乡发展建设
作出更大贡献遥

中国会展经济国际合作
论坛在琼海开幕

专家学者齐聚
共话会展未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 1 月 10 日上午袁省长沈晓明主持
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袁研究省级重点产业园区规划布局和产业定位调整有关事宜遥
会议听取了省级重点产业园区
规划布局和产业定位调整方案袁从优
化空间布局尧推动产业聚集尧提升管
理运营能力等方面进行讨论遥根据习
近平总书记野4窑13冶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对我省产业发展的新要
求尧新任务袁在认真分析产业园区存
在问题的基础上袁将原六类产业园区

优化为旅游业尧现代服务业尧高新技
术产业等三类遥 其中袁旅游业园区重
点围绕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发展定位袁
加快构建以观光旅游为基础尧休闲度
假为重点尧文体旅游和健康旅游为特
色的旅游产业体系遥现代服务业园区
以临空产业尧物流业尧医疗康养产业
为重点遥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重点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尧 海洋经济袁建
设航天领域重大科技创新基地和国
家深海基地尧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等遥
沈晓明要求袁 要根据自贸区和
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需求和产业发
展趋势袁 不断调整产业园区优化规
划布局和产业定位袁 促进园区健康
高效发展遥 园区定位要有利于促进

产业集聚尧差异性发展尧新业态引进
与培育遥 要利用综合保税区的保税
政策优势袁 引进研发设备和原材料
进口量大的科技企业袁 培育发展保
税研发等新产业尧新业态遥管理体制
调整要充分尊重各方面意见袁 确保
园区建设发展的连续性遥
毛超峰尧倪强参加会议遥

沈晓明主持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建设专题会议要求

产业规划与空间规划
要有机结合同步推进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陈王凤冤 1 月 10 日下午袁省
长沈晓明主持召开省 政府专题会
议袁 研究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
中转基地建设工作遥
会议听取了全球动植物种质资
源引进中转基地建设进展情况汇

报袁围绕产业规划尧项目选址尧运作
模式等进行了讨论遥
沈晓明指出袁建设全球动植物种
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是自贸区建设
的一个重要项目袁是创新课题袁要按
照循序渐进的原则袁分步实施袁稳步
推进遥 要明确工作推进机制袁将中转

基地与南繁科技城建设统筹结合起
来遥 要争取多渠道资金投入袁创新商
业模式袁拓展储存尧展示尧旅游等功
能袁吸引企业参与遥 产业规划和空间
规划要有机结合尧同步推进袁广泛吸
引国际知名种业企业来海南设立区
域总部袁开展种业贸易袁积极发展实

海南加快全域卫生创建

验动物模型尧检验检疫服务等相关产
业遥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体系建设要
同步推动袁探索实行种业对外开放措
施遥 坚持节约集约用地袁科学合理布
局各功能区遥 选址地点要合适尧面积
要相当袁要进行专题研究尧科学论证遥
刘平治尧倪强参加会议遥

“海南学习平台”计划近期推出
将设置野习近平情系海南冶野直通自贸港冶等 10 个一级栏目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严格冤 1 月 10 日袁记者从省委宣传部获悉袁目前省委宣传
部正积极筹备海南省野海南学习平台冶建设袁计划于近期在野学习强国冶平台推出袁围绕全省党员干部和
广大人民群众的学习需求袁多层次全方位提供学习资源遥

“学习强国”资源丰富 方便实用
野学习强国冶平台 1 月 1 日正式
上线运行遥海南省广大干部群众下载
使用后纷纷表示袁该平台有助于干部
群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学习尧建设学习大国重要指示
精神袁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袁

增强本领袁适应新形势袁投身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遥
据了解袁野学习强国冶平台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要内容袁以内容
系统尧发稿系统尧学习组织架构尧学习

管理系统等为基础架构袁电脑 PC 端
有野学习新思想冶野学习文化冶野环球视
野冶等 17 个板块 180 多个一级栏目曰
手机客户端有 野学习冶野视频学习冶两
大板块 38 个频道袁 聚合了大量可免
费阅读的期刊尧古籍尧公开课尧歌曲尧
戏曲尧电影尧图书等资料遥

海南学习平台设 10 个一级栏目
按照中宣部统一部署和省委要
求袁 省委宣传部正积极筹备海南省
野海南学习平台冶建设袁计划于近期在
野学习强国冶平台推出遥根据计划袁野海
南学习平台冶将设置野习近平情系海

南冶野直通自贸港冶野理论头条冶野学习
先锋冶野文明实践大行动冶野扶贫夜校冶
野海南党史冶野海南文化冶野海南印象冶
野海南影视冶等 10 个一级栏目袁紧密
结合全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野4窑

13冶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袁
结合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实际袁围绕党员干
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学习需求袁多层
次全方位提供学习资源遥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 者 严 格 通 讯 员 张 晓 婍 冤 1 月 10
日袁以野对话未来袁开启新旅冶为主题的
第十五届中国会展经济国际合作论坛
(CEFCO 2019)在琼海市开幕遥 来自中
国尧美国尧德国尧意大利等近 20 个国家
和地区的代表 600 多人与会遥
本届论坛设置了 野新时代窑新使
要场馆建设和管理
命冶野升级窑深化要要
的新时代冶野变革时代要要
要重塑中的全
球会展新时代冶3 场全体会议袁还设置
了 16 场分组会议袁 通过专家解读尧案
例分析尧高端访谈等方式袁讨论行业发
展的机遇与挑战袁分享新兴市场经验曰
探讨新技术如何为展览项目赋能袁为
会展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遥

“海南学习平台”
10 个一级栏目
荫野习近平情系海南冶
荫野直通自贸港冶
荫野理论头条冶
荫野学习先锋冶
荫野文明实践大行动冶
荫野扶贫夜校冶
荫野海南党史冶
荫野海南文化冶
荫野海南印象冶
荫野海南影视冶

今年农户改厕
完成6.5 万座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吴英艳冤 日前袁省爱卫会印发了
叶2019 年海南省爱国卫生工作要点曳
渊以下简称叶要点曳冤遥 我省将加快推进
全域卫生创建袁2019 年完成农户改厕
6.5 万座以上遥同时全省要向全国爱卫
会新申报至少 7 个国家卫生城市 渊县
城冤和至少 10 个国家卫生乡镇遥
叶要点曳提出袁三沙尧儋州尧文昌尧万
宁等市县要全力做好国家卫生城市
渊县城冤创建工作遥 同时袁每个市县渊除
三亚尧三沙外冤和洋浦经济开发区至少
做好 1~2 个国家卫生乡镇创建工作遥

海南省政府工作
“问效于民”
测评问卷
您好浴 为增进政府工作的落实
效果袁提高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
度袁开展政府工作野问效于民冶调查
测评工作遥 您的意见很重要袁感谢
您的参与遥 本次调查测评采用匿名
形式袁请放心作答遥 答题有红包哟浴
扫参
一与
扫调
二查
维测
码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