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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符雄助冤 11月 5日袁2019野水
上运动+旅游冶 高峰论坛在海口召
开遥 论坛以野聚智亲水-体旅融合冶为
主题袁分为主题演讲和圆桌会议两大
板块袁聚焦中国野水上运动+旅游冶产
业袁探索野水上运动+旅游冶平台与海
南自贸区渊港冤建设背景下协同发展
的新模式遥

5位嘉宾分别作主题演讲遥 其中
一位嘉宾提出袁 要打造海南体育名
城袁要优先发展海洋尧沙滩尧户外尧休
闲尧高端尧国际尧时尚和亲民的体育项
目袁重点打造帆船尧冲浪尧赛艇尧龙舟尧
铁人三项尧自行车尧马拉松尧高尔夫尧
马术和网球袁要建立完备的项目体系
和级别体系袁拉长时间维度尧填谷季
节性削峰遥

与会专家观点新颖独到袁 让我省
体育旅游业内人士收获颇丰遥 南海之
巅文旅发展有限公司产业部负责人龙
成表示院野今年的论坛是我们企业急需
的遥 嘉宾的演讲让我受益匪浅遥
海南省旅游协会办公室主任舒敏

表示袁 她希望政府多引进这类的内业
专家袁 把一些省外乃至国外的新概念
和产业理念带到海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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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讲中袁 刘赐贵从全会的重大意
义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
话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我
国国家治理的历史成就袁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
势袁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袁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总体要求尧 总体目标尧 重点任
务袁加强党的领导尧确保全会确定的各
项目标任务全面落实到位等七个方面
系统介绍了全会主要精神遥
刘赐贵指出袁 贯彻全会精神首先

要吃透全会精神袁 要对照全会提出的
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袁 紧密结合高标
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尧 加快

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进程这
个海南当前的最大实际袁 进一步加深
对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国家
战略的理解和把握袁 注重从制度层面
深入推进野三区一中心冶建设袁按照充
分体现中国特色尧 对标当今世界最高
水平开放形态尧 分步骤分阶段的要求
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袁 加快建设经济
繁荣尧社会文明尧生态宜居尧人民幸福
的美好新海南遥

刘赐贵强调袁 学习贯彻全会精
神袁对全省每位党员干部来说袁就是
要从自身做起尧从本职岗位做起袁不
断加强学习尧增强本领袁积极践行全
会提出的重大课题袁 真正做到想干

事尧会干事尧干成事遥 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想事尧谋事尧干事袁提升围绕
中心尧 服务大局和落实 野全省一盘
棋尧 全岛同城化冶 理念的能力和水
平袁更好推动发展尧造福百姓遥 要善
于从党史尧新中国史尧改革开放史和
海南革命尧建设尧改革开放的光辉历
史中汲取力量袁发扬敢于斗争尧善于
斗争的精神袁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打
造成坚强的战斗堡垒袁每个党员干部
都要成为有能力推动工作尧能团结群
众推动工作尧群众愿意跟着推动工作
的先锋模范袁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贡献海南的智
慧与力量遥

刘赐贵充分肯定了一年多来三
亚市各项工作取得的新成效遥 他指
出袁 三亚要在新时代履行新使命尧发
挥新作用袁必须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与贯彻习总书记野4窑13冶重要讲话尧中
央 12号文件精神结合起来袁 认真总
结三亚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袁 深化
野多规合一冶改革袁做到规划先行尧先
谋后动袁发挥区域优势袁严守生态底
线袁在高水平规划和推进野大三亚冶一
体化尧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上下更大
功夫遥 要找准产业定位袁不断培育推
出新业态尧新产品袁既要有突出成效
的 野亮点冶袁 也要有做大流量的 野量
点冶袁形成现代产业集群遥要严格落实

野两个责任冶袁 强化正风肃纪反腐袁汲
取反面案例教训袁 一体推进不敢腐尧
不能腐尧不想腐遥要着眼长远尧久久为
功袁以野功成不必在我冶的精神境界和
野功成必定有我冶的历史担当袁带头争
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袁在自
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建设中发挥好引
领示范作用遥
省委常委尧 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

主持报告会遥三亚市四套班子尧法检两
院尧市直各部门尧市属企事业单位尧各
区和中央及省属驻三亚单位负责人袁
以及在三亚的省委委员尧 候补委员和
党的十九大代表尧 省第七次党代会代
表等参会遥

刘赐贵在三亚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时要求

在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加快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建设中打造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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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徐明锋冤 11月 5日袁海南省
第四届社会科学学术年会 野生态新
时代尧智慧自贸港冶学术研讨会在海
口开幕袁海南省社科联专职副主席袁
省社科院副院长李星良出席开幕式
并致辞遥

海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学术
年会以野辉煌 70 年袁奋进新时代冶
为主题袁 已分别于 9月 21日尧9月

29日尧10月 26日举行三场学术活
动遥11月 5日至 11月 6日袁海口经
济学院承办学术年会第四场活动袁
来自国际生态村联盟尧 北京大学尧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尧广东省
社会科学院尧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
总院尧海南大学等单位尧高校的 20
余位专家学者研讨生态文明尧人居
教育尧智慧城市尧软实力与文化遥

李星良表示袁野生态新时代尧智慧

自贸港冶学术研讨会紧扣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脉搏袁从智慧人居的角度研究
探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生态文明
建设的方法袁 对进一步繁荣哲学社
会科学袁 促进我省人居工程建设将
产生积极而重要的作用遥 期盼专家
学者积极研讨袁交流思想袁为海南经
济社会发展和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建言献策袁 主动扛起为海南自贸
区渊港冤建设提供理论支持的责任担

当袁共同推进理论建设协同创新遥
海口经济学院校长陈啸在致辞

中认为袁建设海南自贸区渊港冤要强调
生态和智慧袁众多专家学者云集研讨
会袁探讨如何生态尧怎样智慧的问题袁
一定会产生丰富的智慧火花遥 希望
专家学者能以学校为载体袁 深化多
方在各领域的对话与交流合作袁为将
海南建设成为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尧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出谋划策遥

海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学术年会学术研讨会海口举行

专家学者探讨生态文明智慧城市

2019“水上运动+旅游”
高峰论坛在海口召开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 11月 5日上午袁省委书记刘赐贵在三亚举行宣讲报告会袁向三亚市党员领导干部宣讲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遥 刘赐贵强调袁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袁要传达宣传到每个党组织尧每个党员袁推动大
家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题尧办事情袁增强本领袁敢于斗争袁将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去遥三亚要在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袁践行
野三区一中心冶定位袁加快建设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中勇当排头兵尧打造新标杆遥

徐绍史指出袁 全国人大常委会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野4窑13冶重要
讲话和中央 12号文件精神袁高度重
视海南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建设袁
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立法等
工作遥 调研组此次来琼袁主要围绕海
南自贸港建设及立法相关问题开展
调查研究袁听取地方诉求袁进一步以
实际行动支持参与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遥 一年多来袁海南自贸试
验区和自贸港建设稳步推进袁成效
明显遥 希望与海南一道袁进一步加
大工作力度袁 在自由贸易港法立
法尧 构建自贸港法律法规集群尧用
好特区立法权及自贸港政策和制

度体系等方面深入研究袁 尽快拿出
切实成果袁 共同加快自贸试验区和
自贸港建设进程遥

刘赐贵对调研组的到来表示欢
迎袁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给予海南自贸
试验区和自贸港建设的大力支持表
示感谢遥 他说袁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天
上午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袁再次宣布将
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袁对我
们给予巨大鼓舞袁对下一步工作指明
了方向尧提供了遵循遥 法治是最好的
营商环境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自贸
试验区和自贸港的法制体系建设袁安
排工作专班研究有关法律问题袁积极

配合全国人大自贸港法立法调研等
工作遥在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建设的
关键时期袁调研组来琼调研其中的关
键性问题袁必将对海南的工作给予有
力指导尧注入强大动力遥 海南将以此
次调研为契机袁 进一步提高认识尧深
化研究袁配合好全国人大和中央有关
部门的相关工作袁发挥好特区立法权
的作用袁不断建立健全自贸试验区和
自贸港的法律体系袁确保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于法有据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尧财经委委

员欧阳昌琼袁省委常委尧秘书长胡光
辉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俊尧何西
庆等参加座谈遥

我省与全国人大财经委调研组座谈
徐绍史 刘赐贵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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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记者 柴彦明 谢佳宁冤 11月 5日
下午袁首届野海南岛国际图书渊旅游冤
博览会冶 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在三亚
举行遥 首届海南岛国际图书渊旅游冤
博览会渊以下简称书博会冤袁将于 11
月 15日三亚海棠湾正式开幕袁在为
期 4 天的书博会期间还将举行论
坛尧作品展及颁奖等 60场活动遥

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莹
表示袁书博会是应海南自贸区渊港冤
建设而生的袁发展会展业尧建设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尧促进野一带一路冶
国际文化交流是自贸区港建设的

任务目标袁 也是书博会的目标宗
旨遥倡导全民阅读可以说是国家战
略袁建设书香海南当然更是海南办
书博会的题中之义遥希望通过书博
会为海南的文化尧旅游尧阅读尧宣传
野开枝散叶冶遥
据了解袁此次书博会将打造野专

而新尧特而美冶的国际图书会展袁在
策展内容和形式上都做了大量创
新袁 将吸引诸多来自国际国内的顶
级出版机构尧出版人尧作家尧设计师尧
插画家等近 200家出版机构和跨界
机构以野拎包入住冶的方式参展袁而
展览场地选在极具设计感的艾迪逊

酒店袁 将用定制展具使 27000平米
滨海园林空间变身为一间巨大的书
房袁 为中国出版人打造一个诗情画
意的殿堂级分享平台袁 为最美的书
提供最精致的展陈空间遥
除了有 野跨界窑融合窑创新要要要

构建全球化视野下的阅读文化共同
体冶 高峰论坛尧野中国最美旅游图书
大赛获奖作品特展及颁奖论坛冶等
专业类活动袁 还有故宫博物院前院
长单霁翔教授的 野文化的力量要要要
让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冶讲座尧中国
前 20位网络文学作家参与的论坛
等非常吸引眼球的活动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此次书博会推
出了面向年青一代爱阅读和爱旅
游者的名为 野风吹哪页读哪页冶的
系列活动袁并把这个源于三亚西岛
野海上书房冶 的口号 IP 化运营袁希
望为三亚打造一张有影响力的城
市文化名片遥

同时袁此次书博会还设立了体
现海南文化特色的 野海南书房冶展
区袁 为爱书的观众设立了一个 150
米长的超级书墙销售专区袁由海南
省博物馆倾心制作的卡通人物南
溟子以阵列形式有望成为网红打
卡地遥

首届海南岛书博会 15日三亚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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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茹冤 11月 5日袁亚利桑那州立
大学校长麦克克罗率代表团访问海
南大学遥 据悉袁海南大学与亚利桑那
州立大学将利用双方资源袁在海南大
学观澜湖校区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
和新概念的国际化学院遥 双方拟开展
合作学科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尧 金融尧
会计尧大数据应用尧艺术与设计等专
业遥 此外袁双方同意首先在观澜湖校
区以建设雷鸟国际贸易学院起步袁包
括本科和硕士项目袁专业领域包括国
际贸易尧金融尧会计等遥
海南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联合

国际旅游学院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于
2017年 5月正式获批成立袁同年 9月
首批学生入学遥 学院采取 野双学位冶尧
野双学籍冶尧野4+0冶的培养模式袁在人才
培养上突出国际化尧 创新型和跨学科
特色袁在培养方案中双方专业课程紧
密融合袁实施无缝对接袁教学语言从双
语逐步过渡到全英教学遥 目前开设有
3个本科专业院酒店管理尧人文地理与
城乡规划和行政管理袁 共有三个年级
的在校生 800余人遥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代表团到访海南大学
携手打造海南大学
观澜湖校区“国际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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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陈王凤冤 11 月 5
日下午袁海南省与全
国人大财经委调研
组在海口举行座谈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尧财经委主任委员
徐绍史袁 省委书记尧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赐贵讲话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