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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走向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曳首发式在海口举行

六大看点读懂中国特色自贸港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 摄
影报道冤9 月 10 日上午袁 海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尧主
席袁省社科院院长钟业昌执笔编写的叶走向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曳首发式在海口举行袁全书以野10 论 76 说冶为
总框架袁力求能更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野4窑13冶重要
讲话的深刻内涵和对海南工作的明确要求袁 帮助广大
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学习领会讲话精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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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亚宁
首发式上袁与会人士纷纷捧起
该书进行品读袁并畅谈感受遥
野这是我第三次面对这部著
作袁每次阅读都有新的收获袁受到
新的启发袁也许每一位读者在阅读
之后都会有自己的感受袁与我有所
不同遥 冶中共海南省委党校原副校
长尧教授包亚宁说袁一是主线非常
鲜明遥 全书从开篇到结语袁都贯穿
习近平总书记如何亲自谋划尧亲自
部署尧亲自推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

周 伟
来自海南出版社尧 海南凤凰新华出
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以及海口
各高校及基地社科专家尧 社科类社会组
织负责人以及专家学者等 50 余人参加
首发式遥 首发仪式由省社科联专职副主
席尧省社科院副院长詹兴文主持遥
野概括来说袁叶走向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曳有六个特点遥 冶钟业昌在介绍该书
时说袁一是思想聚焦遥 该书把思想聚集到
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野4窑13冶重要讲话
思想精神袁把野4窑13冶重要讲话作为推动
海南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
标杆尧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尧成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亮点的纲
领性文献来学习研究袁 体现了较高的政
治站位尧思想水平和较好的理论方向尧学
术导向遥
二是主题鲜明遥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袁 赋予海南经
济特区改革开放新的使命袁 是习近平总
书记亲自谋划尧亲自部署尧亲自推动的重
大国家战略遥 该书以野走向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冶为主题袁体现了这野三个亲自冶的
鲜明特点遥
三是内容独特遥 该书内容上的最显
著特点就是将习近平总书记野4窑13冶重要

讲话精神概括为简明扼要尧 易懂易记的
野十论冶渊即论战略尧论优势尧论机遇尧论范
例尧论开放尧论改革尧论前列尧论表率尧论中
心尧论方向冤袁并充分展开阐述遥
四是研究深入遥 全书研究以野1+3冶的
大格局展开袁 将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的
野4窑13冶重要讲话袁与习近平 2010 年尧2013
年尧2018 年三次考察海南的重要讲话进
行系统比较尧深入学习研究袁集中体现出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美好新海南尧把海南
更好发展起来的深入思考尧系统谋划和精
心部署尧大力推动遥
五是记录详实遥 该书较为全面忠实
地记录和再现了在野中央统筹尧部门支持尧
省抓落实冶 的工作机制的强力作用下袁海
南全省上下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野4窑13冶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
神的决策部署尧 谋定而动和良好开局袁让
读者为阔步走向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
海南击掌赞叹袁信心油然而生遥
六是情怀饱满遥 不同于集体编写的
工作成果袁叶走向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曳是
一部个人撰写的理论专著袁 从思想站位尧
主题提炼尧谋篇布局尧遣词造句尧语言表述
等方面袁 无不饱含丰富的个人情怀因素袁
做到结构体系完整袁语言表述如一遥

野首先袁作者基于他长期以来
对海南发展的深度关注和系统思
考袁借助自身深厚的写作功底和理
论造诣袁为我们深入浅出地解读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耶4窑13爷重要讲话
精神和治国理政系列重要思想袁为
新时期海南的改革开放和高质量
高水平发展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
的理论阐发遥 冶海南大学政治与公
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尧 教授周伟说袁

刘 锋
海南师范大学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尧研究员
刘锋认为袁这本书有格局尧有层次袁
是一部纵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和自由贸易区渊港冤建设的精品
力作袁可谓立意高远袁书写乾坤曰同
时本书条理架构明晰袁特别是野1+
3+6冶的 10 论和野76 说冶既让人感
到层次分明袁也令人耳目一新遥

每次阅读都有新收获
受到新的启发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这
一重大国家战略遥
二是谋篇布局很有特色遥 全书
十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袁
同时袁每一论又可独立成章成为特
定主题的研究专文遥 纵观十论可以
总览历史全貌袁细读专论可以品味
时代节奏遥 两者相得益彰袁令人耳
目一新遥
三是文风富有魅力遥 作者理
论研究的功力和新闻工作的积淀

在这部著 作 中 高度 的 融 合 体现 遥
这部著作引用了大量的领导讲
话尧相关文件和历史资料袁其引用
之规范尧严谨袁体现了一个负责任
的理论研究 者 应 有的 理 性 态度 袁
以至于其他的研究者可以再引
用遥 同时袁全书的可读性并不低袁
大量的历史细节又用生动细腻的
笔触展示在读者面前袁 让我们有
了身临其境的感觉遥

将与两年前的《解放海南》
一书形成交相辉映的姊妹篇
这本书还有条分缕析袁 丝丝入扣曰
政论结合袁庖丁解牛曰释疑解惑袁契
合需求的显著特点遥
周伟回忆说袁 记得两年前袁作
者历时 16 年完成的鸿篇巨作 叶解
要战时文献与战后回忆
放海南要要
解码曳面世袁图书一上架就刷爆微
信朋友圈袁成为当时各界关注的热
议话题袁16 卷本尧500 万字大作袁成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

年的重点献礼图书遥
野今年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袁同时海南也刚刚度过
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袁70 年的征
程波澜壮阔袁30 年的历程也可圈可
点袁我相信作者的这本新作袁将与两
年前的叶解放海南曳一书形成交相辉
映的姊妹篇袁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和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 30 年重点献礼图书遥 冶周伟说遥

把书作写在天涯热土上
读起来很有温度很接地气
此外袁本书有穿透力尧有历史
感遥 内容丰富尧数据翔实尧论证充
分袁写海南又跳出海南袁紧密契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袁特别是把习近平总书记当年
在河北尧福建尧浙江等地施政的所
思尧所谋和所为等一手素材有机衔
接在一起袁知微见著尧浑然天成遥 从
而使读者对国家赋予海南自由贸

易区渊港冤的重大战略谋划和历史
使命有了更准确的理解和把握遥
最后袁本书接地气尧有情怀遥 正
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野把论
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冶那样袁把书作
写在了海南的天涯热土上袁读起来
很有温度尧很接地气遥 特别是作者
本人对海南浓浓的家国情怀袁跃然
纸上袁让人不无感怀遥

要解放海南岛战役 70 个军事历史地标曳专家讨论会在商报社召开
叶红旗指处要要

以地标为基础 挖掘海南历史故事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徐明锋/文 戴铭 杨燕/图冤 军事历史地
标是一个地区军事历史的重要标志遥 9 月
9 日下午袁叶红旗指处要要
要解放海南岛战
役 70 个军事历史地标曳 专家讨论会在国
际旅游岛商报社召开遥海南省社科联党组
书记尧主席袁省社科院院长钟业昌主持讨
论会并讲话遥 海南省社科联专职副主席尧
省社科院副院长詹兴文参加讨论会遥

海南省渡海作战史研究会会长马海
南介绍叶红旗指处要要
要解放海南岛战役 70
个军事历史地标曳 专题研究情况遥 他说袁
1949 年 12 月 18 日至 1950 年 5 月 1 日的
解放海南岛战役袁是整个解放战争史无前
例的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成功范例袁在粤
桂琼 5000 余公里的海岸线展开遥 海南省
渡海作战史研究会通过 3 年反复艰辛的
实地考察袁发现粤桂琼三省与解放海南岛
战役相关的历史地标袁大约有 300 多处遥
野为了纪念海南解放 70 周年袁海南省
渡海作战史研究会在海南省社科联和省
社科院的支持下袁对渡海作战相关的军事
历史地标开展了界定性的研究袁甄选了 70
个军事历史地标袁 将主要港湾登陆点尧起
渡点尧海练场尧集结地尧战斗遗址尧纪念地
和已经建设有碑陵的地标列入其范围遥 冶
马海南说袁70 个地标与 70 周年相对应袁寓
意深远袁为建国 70 周年和海南解放 70 周
年献礼遥
记者在叶红旗指处要要
要解放海南岛战
役 70 个军事历史地标曳第三稿中看到袁由
于海南是主战场袁从偷渡尧决战尧到大追
歼袁具有登陆点多尧战斗遗址多尧纪念地多
的特点袁按六四开的比例袁海南省拟选代
表性的地标 40 个遥 广东和广西是大军进
行战役准备的集结地尧 起渡点和海练点袁
对其代表性的地标袁广东省拟选列 23 个袁
广西拟选列 7 个袁总计 70 个遥
针对叶红旗指处要要
要解放海南岛战役

70 个军事历史地标曳研究成果袁与会人士
充分发表了修改意见建议袁并就解放海南
岛战役史实进行了交流和讨论遥
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赖永生认为袁
军事历史地标的甄选要按照解放海南岛
战役的时间顺序进行袁 紧跟历史发展节
奏袁使读者阅读起来更加清晰明了曰省委
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梁振球认为袁 甄选 70
个军事历史地标袁首先要明确解放海南岛
战役的时间段袁要关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
的后方粮食供应点尧普通船工等袁多方面
考察曰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巡视员许达民认
为袁叶红旗指处要要
要解放海南岛战役 70 个
军事历史地标曳弥补了海南党史尧革命史
的空白袁是对历史尧革命先辈的最好纪念袁
军事历史地标也可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袁甄选军事历史地标要有明确清晰的
标准袁画好标准线袁以免产生争议曰海南省
政协机关原党组成员李朱全认为袁要确保
叶红旗指处要要
要解放海南岛战役 70 个军
事历史地标曳的权威性袁进行明确的定位袁
出版书籍时多刊登历史照片遥
此外袁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
院长尧教授杨娜袁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副院长尧教授王善袁海南出版社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尧地方文化渊三沙冤分社社长
欧大伟等与会人士也充分发表了修改意
见建议遥
会上袁 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副社长尧
副总经理卫淑霞袁 国际旅游岛商报社社

长尧总编辑尧管委会主任袁海南海商报业集
团董事长张越谈了出版利用研究成果的
意见遥
卫淑霞表示袁 将在书中对 70 个军事
历史地标的甄选标准进行说明袁对每一个
地标的字数进行衡量平衡袁加快审定出版
速度袁今年年底前完成三审三校袁精心编
辑排版袁确保如期出版遥
张越表示袁国际旅游岛商报是省社科
联主管主办的报纸袁立足海南袁弘扬红色
文化袁弘扬正能量袁针对解放海南岛战役
70 个军事历史地标袁 将在海南解放 70 周
年纪念日前袁 采用全媒体的手段进行整
合尧创作袁具体创作方式以视频为主袁拍摄
制作成可看性尧史料性尧易传播的系列专
题片袁以地标为基础袁挖掘海南历史故事袁
打造成精品遥
钟业昌指出袁通过地标的考察袁人们
可以鉴证历史袁回溯历史袁解读历史遥 地标
具有可考尧可寻和可传承的功能遥 与会人
士对 叶红旗指处要要
要解放海南岛战役 70
个军事历史地标曳提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建
议袁真知灼见袁开阔了创作者视野遥
他要求袁创作者要认真考虑与会人士
的意见建议袁明晰甄选标准袁反复斟酌修
改袁该添加的添加袁该删减的删减袁突出地
标意义袁提高创作水平袁发挥专业优势袁作
出准确的解释袁为渡海作战遗址的保护和
红色资源的挖掘袁做好基础性工作袁为纪
念海南解放 70 周年献礼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