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 开幕式暨海南自贸区
渊港冤和旅游文化宣传推介

7月 21日上午袁在世园会演
艺中心 2 号剧场举行北京世园
会野海南日冶开幕式暨海南自贸
区渊港冤和旅游文化宣传推介遥 开
幕式后袁紧接着一是进行海南自
贸区渊港冤推介袁向与会嘉宾介绍
海南自贸区渊港冤政策袁我省自贸
区渊港冤建设所取得的成就遥 二是
进行旅游文化宣传推介袁展现我
省野日月同辉满天星袁全省处处
是美景冶的独特旅游文化遥

二尧海南旅游资源专场推
介会

7月 21日下午袁在同行广场
多功能厅举办海南旅游资源专
场推介会袁进行海南省全域旅游
推介尧海岛免税专题推介尧海岛
康养专题推介尧会奖旅游专题推
介尧婚庆旅游专题推介等五个专
题推介袁全方位展示海南独特的
旅游文化资源遥

三尧白沙黎族自治县体育旅
游推介会

在海南旅游资源专场推介
会结束后袁紧接着进行白沙黎族
自治县体育旅游推介会袁推介白
沙国家地质公园要要要陨石坑尧茶
叶尧白沙美食尧黎族文化袁旅游资
源尧县文化体育运动中心基本概
况及未来规划遥
四尧举办野海口日冶活动
7月 22日上午袁在演艺中心

2号剧场举办野海口活动日冶启动

仪式尧海口旅游营销推介和特色
文艺表演遥 下午还将在演艺中心
2号剧场进行两场海口旅游营销
推介和特色文艺表演遥 全天在同
行广场多功能厅进行三场海口
非遗表演和国际湿地城市展示遥
五尧举办野三亚日冶活动
7月 23日上午袁在同行广场

多功能厅举行 野三亚活动日冶启
动仪式暨旅游尧商贸推介遥 在同
行广场全天进行三场文艺路演
暨旅游企业推介遥
六尧海南特色产品展示
7月 21日要23日袁在同行广

场进行海南特色产品展示袁将有
15家单位借世园会大舞台进行
产品展销展示遥
七尧海南非遗及特色文化

展示
7月 21日要23日袁在海南园

和同行广场袁将展示黎族传统纺
染织绣技艺尧黎族传统骨雕技艺
等非遗项目袁 以及进行儋州调
声尧黎族器乐组合和黎族民族舞
蹈等特色文化演出袁展示海南独
特的文化艺术遥
八尧文艺演出
7月 21日要23日袁由省歌舞

团在草坪剧场每天进行三场文
艺演出袁 演出以海南热带风光尧
民族风情和美好新海南的时代
元素袁精美的展现海南人民呵护
自然尧努力建设美好家园的精神
追求袁为八方游客带来海南美好
家园的邀约遥

北京世园会“海南日”八场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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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统一部署袁省委宣
传部尧省文体厅尧省记协自即日
起袁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案
件线索举报遥 我们郑重承诺院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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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园会“海南日”21日启动
八场主要活动展示海南本土特色和重大发展成就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 实习记者 吴
荟 摄影报道冤 7月 15日上午袁2019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野海南
日冶 新闻发布会在海南省博物馆举行遥 商报记者从会上获悉袁
2019北京世园会野海南日冶活动将于 7月 21日至 23日举办遥
北京世园会野海南日冶活动是 2019海南暑期旅游推广与消

费活动开展的 26批次野走出去冶旅游推广活动之一遥 活动通过
举办歌舞尧调声尧琼剧等文艺表演袁黎锦尧双面绣尧骨簪尧公仔戏
等非遗展示展演袁海南自贸区渊港)推介尧文化旅游推介尧特色产
品展示等一系列活动袁向世界展示海南良好的生态环境尧优美
的旅游景观和独特的造园艺术袁宣传我省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渊港冤及建设野海南人民的幸福家园尧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和中
外游客的度假天堂冶取得的重大成就遥

两场推介会
现场推介特色旅游线路和产品

在 2019北京世园会 野海南日冶
活动中袁海南将举办两场推介会遥第
一场推介会是 7月 21日在 2019北
京世园会 野海南日冶 活动的开幕式
上袁 为现场来宾做海南全域旅游的
整体推介遥 推介会将全面介绍海南
全域旅游资源袁 通过吃住行游购娱
六大板块向大家展现海南旅游优
势袁 展望海南发展全域旅游的美好
前景遥

第二场推荐会是 7 月 21 日下
午在世园会同行广场多功能厅举办
的 野2019 北京世园会海南自贸区
渊港冤旅游专场推介会冶袁推介会将由
文艺演出尧视频介绍尧主题推介尧问
答抽奖等丰富的环节组成遥 推介会
上将进行海南十大旅游产品尧 海南
免税购物旅游尧海南精品旅游线路尧

婚庆旅游等专项推介袁 向全国游客
展现海南旅游的新业态和新产品遥

在旅游产品推介方面袁 推介会
将围绕海南旅游的特色和优势袁向
市民和游客全面介绍海南海洋旅
游尧森林生态旅游尧会展旅游尧特色
城镇旅游尧 购物旅游等十大旅游产
品体系袁 并通过十大旅游产品专题
推介袁 主打推出全域旅游尧 会奖旅
游尧免税购物尧康养旅游等丰富多彩
的旅游产品来满足消费者需求遥

在旅游线路推荐方面袁 本次推
介会将通过海南精品旅游线路专题
推介环节介绍海南针对暑期旅游市
场推出的 33条精品旅游线路遥 这些
线路包含了滨海度假游尧 探险体验
游尧海岛挥杆游尧热带雨林游尧田园
休闲游尧温泉康养游等遥

今起海南8海域
对境外游艇开放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石俊冤 7 月 15
日袁商报记者从海南海事局获悉袁日前
海南省政府批复同意袁自 7月 16日起
半年时间内袁海南省东营尧博鳌尧神州
半岛石梅湾尧海棠湾尧南山尧龙沐湾尧棋
子湾和临高角等 8个非开放海域将临
时对境外游艇开放遥

境外游艇办理一次进口岸手续袁
即可玩转海南岛遥 这是今年 3月海南
成为国内首个对境外游艇开展临时开
放水域审批试点省份后的重要成果袁
是海南将国家支持海南自贸区渊港冤建
设措施落地的重要成果袁 也是支持琼
港澳游艇自由行的重要举措之一遥
此次对境外游艇临时开放有效期

为 6个月袁 自 2019年 7月 16日起至
2020年 1月 15日止遥 到期后袁相关部
门原则上可以再次申请延期遥

我省提前半年实现
贫困胶农参保全覆盖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吴英艳冤 日前袁商报记者从省财
政厅获悉袁 海南提前半年实现天然橡
胶价格(收入)保险建档立卡贫困胶农
参保全覆盖目标遥截至 6月底袁全省年
内参保受益胶农 4.88 万户 袁 面积
54.43万亩袁其中袁建档立卡贫困胶农
4.34万户袁面积 41.82万亩遥

财政保费补贴投入 5214.09 万
元袁带动保费收入 5436.96万元袁提供
风险保障 49108.05万元袁提前 6个月
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胶农 渊达到开割
条件并愿意参保冤参保全覆盖目标遥其
中院万宁市尧五指山市分别成为我省第
一个实现建档立卡贫困胶农参保全覆
盖和胶农参保全覆盖目标的市县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陈王凤冤 7月 15日下午袁省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渊扩大冤举行野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集中学习会袁省委
书记尧 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刘
赐贵主持会议并讲话遥他强调袁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袁把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作为全省
党员尧干部的终身课题袁以自我革命
的精神袁 刀刃向内真刀真枪解决问
题袁坚持把野改冶字贯穿始终袁勇担推
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使
命遥 中央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
教育第九指导组组长杜德印尧 副组长
朱先奇到会指导遥
会议原原本本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
时的重要讲话袁 书面传达中央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有关通知精神袁 研究部署

下一步我省主题教育工作遥
围绕学习领会习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袁刘赐贵带头作交流发言袁强调要
结合海南实际袁 做到带头深入学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
带头增强野四个意识冶尧坚定野四个自
信冶尧做到野两个维护冶袁带头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袁 带头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
的武器袁带头坚持真理袁修正错误遥 省
委副书记尧省长沈晓明袁省政协主席毛
万春袁省委副书记李军袁省委常委毛超
峰尧张琦尧胡光辉尧蓝佛安尧童道驰尧肖
莺子尧肖杰尧刘星泰尧彭金辉袁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许俊袁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陈凤超袁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路志
强先后作交流发言遥
刘赐贵总结讲话时指出袁 省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把学习习总书记在中央
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袁在

学习中进一步深化认识尧提高站位袁结
合实际剖析问题遥 与会人员的交流讨
论袁紧紧围绕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袁
紧密联系工作和思想实际袁 以自我革
命的精神袁 坚持刀刃向内真刀真枪解
决问题袁 努力增强自我净化尧 自我完
善尧自我革新尧自我提高能力袁体现了
野五个带头冶的要求袁达到了预期效果遥
刘赐贵强调袁 在中央第九指导组

的悉心指导下袁 我省紧紧围绕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野4窑13冶重要讲话和对
海南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袁 积极主
动开展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
育袁坚持边学边改袁着力破解改革开放
发展难题袁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遥 下一
步袁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把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作为终身课题袁增强野四个意
识冶尧坚定野四个自信冶尧做到野两个维
护冶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开展主题
教育的决策部署袁 按照中央第九指导

组的意见袁紧密结合海南实际袁不断把
主题教育引向深入袁 以整改落实成果
检验主题教育实效遥 要在加强学习教
育尧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袁 认真检视问
题袁抓好整改落实和专项整治遥要拿出
自我革命勇气袁刀刃向内找问题袁坚持
把野改冶字贯穿始终袁边学边改尧边查边
改袁 全面启动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
野5+1冶整改工作袁切实破解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难题袁 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的问题袁 让百姓真真切切感受
到主题教育的成果遥

杜德印表示袁1个多月来袁海南省
各级党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袁 认真落实中央关于主题教
育的部署袁坚持早准备尧早动员尧早推
动袁坚持领导带头尧以上率下袁注重结
合海南特色尧发挥海南优势袁以丰富多
样尧生动活泼的形式开展主题教育袁取
得了明显成效遥下一步袁各有关单位和

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
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袁 坚决落实中
央主题教育工作部署袁 按照省委工作
安排袁持续推进主题教育工作遥学习是
主题教育的基本任务袁 要把理论学习
抠得再细一点袁 联系工作实际再紧一
点袁贴近思想实际再近一点袁推动学习
更加深入务实有效遥 要以自我革命的
精神袁积极投身到主题教育中来袁不断
实现自我净化尧自我完善尧自我革新尧
自我提高袁真正守住初心尧担当使命遥
要把整改和创新结合起来袁 以高质量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尧 探索建设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成果袁 检验海
南主题教育成效遥
中央第九指导组全体成员袁 省领

导何西庆尧林北川尧关进平尧刘平治尧苻
彩香尧沈丹阳尧马勇霞尧李国梁尧王勇尧
吴岩峻出席会议袁康耀红尧王路尧史贻
云尧陈马林尧蒙晓灵尧侯茂丰等列席遥

刘赐贵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渊扩大冤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题教育集中学习会上要求

以自我革命的精神
把“改”字贯穿主题教育始终

杜德印朱先奇到会指导 沈晓明毛万春李军等交流发言

除了举办推介会之外袁还将开展
系列演出活动遥演出活动将从 7月 21
日至 23日连续演出三天遥 包含 21日
在演艺中心的 1场开幕式演出袁以及
在世博会园区内的草坪剧场尧同行广
场的9场循环演出袁一共 10场演出遥
此次文化周演出活动集结了海南省
歌舞团的 80位优秀的骨干演员袁他
们将以精彩的表演展示出海南自然
和谐共生的理念袁 向全国及世界人
民展现海南人民呵护自然尧 努力建
设美好家园的精神追求遥

海南省正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

验区尧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袁
2019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野海南日冶
活动袁 将会为即将展开的海南国际
旅游消费年活动奠定基础遥

省旅文厅将进一步深挖旅游与
文化资源袁开发海南热带滨海旅游尧
高尔夫旅游尧邮轮旅游尧中医养生旅
游等高端产品遥 通过举办国际性旅
游文化活动尧体育赛事尧商务会展活
动袁培育更多特色旅游及文化产品袁
让更多游客了解海南尧爱上海南袁能
吸引更多游客来海南旅游度假尧投
资兴业尧共享机遇尧感受海南魅力浴

10场演出
展现建设美好家园的精神追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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