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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单憬
岗）面对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和
一季度严峻经济形势，海口却让前三季
度GDP增速走出了靓丽的两连增，达到
9%的增速，高于全国7.4%、全省8.7%的
增速。这一成绩，离不开海口市委、市政
府面对重重困难的连续“见招拆招”，巧妙
应对、化危为机。

2014年，全球经济低迷，我国经济
处于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
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态势。受此影
响海口一季度掉入近年来的发展低谷。
之后又连遭超强台风“威马逊”和13级
台风“海鸥”袭击。面对连续危机，市委、
市政府充分依托近年初见成效的结构调

整底子，积极应对、综合施策、精准发力，
及时相应出台微刺激、灾后重建和稳增
长促发展等系列对策，在困境中保持了
全市经济良好向上的发展势头。

一季度，海口GDP增速仅7.3%，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冷静思考，针对新
问题深入调研、找准症结，先后实施10
项系列微刺激措施，涵盖航空、水运、商
贸、房地产、旅游等多方面。

9月28日，海口美兰机场迎来今年
第1000万名旅客，比2011年首次突破
1000万整整提前3个月。“政府1.36亿
元真金白银发下去，带动效果明显。”海
口万众旅游公司负责人郭炬说，海口游
客大幅增长，微刺激政策功劳大，其中

就包括如期兑现航线航班奖励资金的
航空刺激政策。

上半年数据出来，海口GDP增速
回升至8.3%，分别超全省和全国0.3和
0.9个百分点！正当海口决心下半年将
微刺激升级调整为刺激政策时，迎头撞
上“威马逊”。

10月26日，虽然在下雨，但北港渔
民陈泽学还是下海了：“台风打坏旧船，
政府为我们买了新船，就是希望我们把

生产生活搞上去！”
省委书记罗保铭拍板为北港渔民

免费修造的120艘渔船，如今已到位60
多艘，拿到新船的渔民们心里乐开了花。

连遭两次台风，海口三次产业受重
创，市里将灾后重建、恢复生产与稳增长
促发展结合起来，及时出台系列措施。8
月初用三大方案帮受灾群众解决灾后居
住和倒损住房重建问题，如今因灾损坏
房屋已全部修完；随后又出台多领域补

贴方案，让受灾各产业迅速恢复生产。
“前9月我市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完

成98万标箱，同比增长9.8%！”港航集
团负责人认为，全球航运业低迷，海口
能取得好成绩，离不开市里连续出台的
两个航运业刺激政策。

连续 3批对策支点准确、撬动有
力，海口三次产业全面释放勃勃生机，
成为支撑前三季度9%的GDP较高增
幅的最关键因素。

面对全球经济低迷和两次台风灾害，及时出台微刺激和灾后重建等措施，化危为机——

海口前三季经济增速9%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中国贸
促会副会长于平30日发布消息，国家
主席习近平将出席11月 9日举行的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
导人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于平介绍，目前峰会组委会正在
积极邀请其他20个经济体领导人（或
经济领导人代表）出席峰会。截至目
前，已有美国、新西兰、智利、秘鲁、印

度尼西亚、越南、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中
国香港等多个经济体领导人确认出席
峰会，其他经济体领导人或代表是否
出席峰会正在进一步确认，组委会将
适时公布有关情况。

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是APEC
系列会议的组成部分。每年在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办，是各经
济体领导人与工商界开展对话交流的

重要平台，也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
的工商界活动。从2000年开始，贸促
会每年均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出席
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并负责筹办
了2001年上海APEC工商领导人峰
会。

此外，APEC领导人与工商咨询
理事会（ABAC）代表对话会将于11
月10日下午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
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 （记者彭
青林）今天上午，省长蒋定之主持召开
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工作领导
小组第一次会议。会议强调，当前，先
行试验区正处在发展关键时期，要切实
加强领导，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
加快把先行试验区推上科学健康发展
轨道。

会议认为，先行试验区成立以来，
在机构组建、规划编制、基础设施建设、
招商引资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基本框
架初步确定，发展态势初步形成。同时
也要看到，先行试验区的建设发展与全
省上下的期待还有较大差距，为全省发
展探路、试验、先行的初衷还没有真正实
现，还存在体制机制不科学、管理业务不
规范、项目推进不明显等突出问题。

会议指出，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

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
由省长蒋定之担任组长，副省长何西庆
担任副组长，主要目的就是要加强对先
行试验区的领导，进一步理顺体制机
制，明确改革发展总体目标，规范完善
内部管理，帮助和指导先行试验区扎实
解决好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努力把
先行试验区建设成全省发展的引领和
新的增长极。

蒋定之在讲话中要求，领导小组要
围绕摸清家底、解决问题、促进发展的
主要任务，扎实做好三方面工作：体制
改革方面，对调整完善先行试验区管理
体制、机构设置、人事管理等作出科学
安排和制度设计，拿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方案。财经管理方面，依法对资金使用
管理、项目用地、工程项目招投标等进
行全面审计，实事求是摸清家底、发现

问题，督促整改，消除发展中的各种潜
在风险和隐患。社会维稳方面，加强舆
情监控和隐患排查，建立健全矛盾纠纷
排查、调处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
制，督促落实有关征地、拆迁、安置、就
业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法规，进
一步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蒋定之强调，领导小组各成员和单
位要迅速行动起来，明确计划、分解任
务，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切实加强协调
配合。先行试验区要按照省委、省政府
要求，不等不靠不观望，主动、大胆开展
工作。陵水要立足大局，本着支持先行
试验区发展的精神，积极帮助先行试验
区做好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工作。

何西庆就下一步工作作了具体安
排。省长助理李富林，省政府秘书长胡
光辉出席会议。

蒋定之主持召开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
把先行试验区推上科学健康发展轨道

本报博鳌10月30日电 （记者梁
振君 罗霞）备受业界及全球开发者瞩
目的2014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今天
在博鳌开幕。作为腾讯举办的第四届
合作伙伴大会，此次大会首次移师博鳌
亚洲论坛会址，并全面升级全球合作伙
伴大会，以更加开放和全球化的姿态，
迎接来自全球开发者关注的目光。借
助大会在琼召开的契机，海南将与腾讯
开展全面合作，力争用五年时间，投资
数百亿，重点打造两大产业基地，实现
千亿元以上的产值。

副省长王路在开幕式上致辞。他
说，互联网信息产业是低消耗、低排
放、低污染、高附加值、创新的绿色低
碳产业，非常契合海南科学发展、绿色

崛起理念，是实现海南低碳、高效、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产业。海南将大力发
展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力争用五年时间，投资
数百亿，重点打造琼北的高科技产业
基地，琼南的创新创意产业基地，实现
千亿元以上的产值。海南将推动全省
行业互联网运用，与腾讯开展全面合
作，把海南打造成互联网产业的政策
洼地和产业高地，形成中国互联网与
经济示范基地。

腾讯公司首席运营官任宇昕表示，
经过三年的开放历程，腾讯开放平台上
的创业公司总估值已超过2000亿元，
2011年腾讯宣布开放时“再造一个腾
讯”的愿景已基本实现。在过去三年的

开放成果基础上，以此次2014腾讯全
球合作伙伴大会为起点，腾讯已正式迈
入了多终端开放的时代。

据介绍，截至2014年10月，腾讯
开放平台上的应用已达240万款，涵盖
娱乐、生活、教育等内容，大大丰富了亿
万用户的生活。因为互联网创业特有
的低门槛、低成本、无区域限制等特点，
腾讯开放平台中二三线城市的创业者
数量越来越大，而且小型创业团队同比
增长超过400%以上。

2014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为期
两天，包含主论坛和9大分论坛，吸引
了包含开发者、合作伙伴、嘉宾以及媒
体在内的超过3500名参会者与会。

(相关报道见A04版)

2014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博鳌开幕，海南将与腾讯全面合作

数百亿打造两大产业基地

10月30日，2014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嘉宾在演讲。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 陈实

日前，中海油海南天然气公司重
点项目工地上价值数十万元的钢管
连续被盗，损失严重。目前，5 名犯
罪嫌疑人已被抓获。

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为大项目
建设保驾护航，是各级地方政府、公
安机关应尽的义务。重点项目的建
设，事关我省经济发展大局，事关人
民群众长远利益。像这类针对重点
项目的案件，不仅仅是给相关单位带
来重大经济损失，其更大的危害是影
响海南的投资环境。这也是此案引

起省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的原因所
在。对此，公安机关要守土有责，要
认真履行责任担当，要采取严厉措施
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做到发现苗
头就打，一露头就打，决不给不法分
子留有滋生的土壤。这也是建设法
治海南的题中之义。

做好项目建设保驾护航工作，
一方面需要公安机关对盗窃、非法
阻挠施工等行为依法进行打击，同
时相关部门和市县要不断提升服务
水平，主动做好服务工作，及时为企
业排忧解难，从而推动项目建设顺
利进行。

做好服务为项目保驾护航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李
关平 梁振君 孙慧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森）海南日报今天A04版
刊发的《4天“丢”了52根钢管》，报道
了海南LNG（液化天然气）项目建设
工地钢管接连被盗的消息，引起了省
委书记罗保铭的关注。罗保铭在批示
中指出，保障海南的大项目建设，公安
战线应用心竭力、履职尽责，提供有力
保障。

记者今天从省公安厅获悉，5名犯
罪嫌疑人已被抓获归案。目前，公安
机关正在加紧开展追赃工作。

据了解，今年8月25日，中国石油
天然气管道局第三工程分公司海南项
目经理部施工人员向澄迈县公安局报
案称：其公司存放在澄迈县福山镇的

“三PE”防腐钢管被盗窃，损失价值约
36万元；8月27日，临高县公安局也接
到报案：该公司存放在临高县波莲镇
的螺旋焊接钢管被盗。

案件发生后，省公安厅高度重视，

迅速组织由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和澄
迈、临高两地公安机关精干警力组成
专案组开展侦破工作。经过缜密侦
查，发现这两起案件的作案特点、作案
人数等特征相似，决定将这两起案件
并案侦查。

专案组民警锁定一辆黄色吊车和
两辆红色大卡车有重大作案嫌疑，成
功锁定朱某明（男，26岁，江苏东海人，
现在海南省吉仓实业有限公司工作，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第三工程分公
司海南项目经理部技术人员）、曾某华
（男，44岁，广东珠海人）、刘某霖（男，
25岁，四川巴中人）、刘某福（男，48岁，
四川巴中人）、梁某超（男，43岁，广东
化州人）等5人为重大嫌疑对象，并于
10月27日、28日先后在海口和临高将
5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经审讯，在铁的证据前，犯罪嫌
疑人曾某华、朱某明等人均如实供认
了内外勾结实施2起盗窃案件的犯罪
事实。 下转A04版▶

罗保铭就本报《4天“丢”了52根钢管》
报道作出批示——

保障海南大项目建设
公安战线应用心竭力
省公安厅：5嫌犯被抓获，目前正加紧追赃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记者徐硙 邹伟）记
者30日从公安部了解到，自今年7月22日，公安部部
署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为期半年的“猎狐2014”缉
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以来，已从40余
个国家和地区缉捕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180名，其中，
缉捕104名，劝返76名，涉案金额千万元以上的44
名，缉捕数已超过去年全年总数。

在此次专项行动中，公安部“猎狐2014”专项行动
办公室会同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将在逃境外经济犯罪
嫌疑人信息分别通报相关国家和地区执法部门，将全
部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列入“特别名单”。活动展
开100天来，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境外追逃工作得到各
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境外执法机构的积极配合，实
现了在非洲、南美洲、南太平洋和西欧等地的新突破。
截至目前，已分别向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等
周边国家派出20批次缉捕工作组，缉捕在逃经济犯罪
嫌疑人75名，占全部已缉捕总人数的42％。

“猎狐2014”行动百天
抓获180外逃经济嫌犯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梁
振君）省统计局今天披露的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海南消费市场总体保持平稳
较快增长，1-9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794.6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 12.3%，其中 9月份实现零售总额
91.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5%。汽
车类商品消费成为我省消费热点。

汽车类消费保持快速增长。随着
公车管理力度的加大及公车改革的临
近，个人自购用车不断增加，汽车类商

品消费成为我省消费的热点。1-9月
限额以上汽车类商品零售额101.64亿
元，增长21.7%，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1
个百分点。

前三季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94.64亿

汽车类消费成热点
零售额超百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记者刘奕湛）记者
30日从正在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
次会议上了解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务员法专题调研
发现，招录难、留人难、空编混岗严重、年龄结构不合理
等成为“阻挡”基层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四大难题。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务员法》进行了专题调研并形成报告。报告指出，基层
因工作、生活条件较为艰苦，工资待遇偏低，许多基层
单位特别是一些偏远乡镇机关，在公务员招录时经常
出现报考人数达不到开考比例甚至无人报考情况。同
时存在基层公务员队伍稳定性差，减员现象比较突出。

此外，由于长期以来县乡编制统筹使用，有些县级
机关超编，造成乡镇虽然空编缺人，也难以补充新公务
员。由于事多人少，乡镇机关普遍存在使用事业编人
员从事公务员岗位工作的现象。在年龄结构方面，不
少乡镇机关出现“少帅、老将、胡子兵”现象。

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发现

四大难题“阻挡”
基层公务员队伍建设

汽车配件玩“选择性降价”把戏

车企仍在“糊弄”消费者

中国的“纳斯达克”
为何留不住阿里
种不出“苹果”？

年年“打鬼”年年“李鬼”跳，全县超30%
绿橙受病害困扰，产量大减——

琼中绿橙如何更香甜？

海口GDP增速7.3%
一季度

海口GDP增速8.3%
上半年

海口GDP增速9%
前三季 高于全国

全省
7.4%、

8.7%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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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法规规章明日起施行

餐馆“最低消费”
将被禁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