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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记者王希 何宗渝）
国家统计局19日发布公告，对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初步核算数进行修订，修订后当年GDP增加
19174亿元达到588019亿元，增幅为3.4％。

历时两年多的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已基本结束。
此次普查面向2013年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
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获得更为翔实的基
础数据，为GDP核算提供了新的资料来源。按照国际
惯例和我国GDP核算制度，需要利用此次普查数据对
2013年GDP初步核算数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数据显示，国内三次产业结构有所优
化。修订后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增加
值分别为55322亿元、256810亿元和275887亿元。
三次产业比例由初步核算时的10.0：43.9：46.1修订为
9.4：43.7：46.9。

按照当年平均汇率折算，2013年我国GDP总量
由91850亿美元增加到94946亿美元，相当于同期美
国的56.5％；人均GDP由 6767美元增加到6995美
元，仍然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

修订后增加1.9万亿元

我国2013年GDP
达到58.8万亿元

据新华社澳门12月19日电（记者
霍小光 牛琪 黄歆）国家主席习近平
19日晚出席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
晚宴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要
从国家整体利益和澳门长远利益出发，
让最广大澳门居民焕发出最大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投身建设澳门
的事业中去，中央政府坚决支持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脚踏实
地谋发展、促和谐、求进步，不断开创

“一国两制”事业新局面。
宴会厅里灯光璀璨、鲜花吐蕊，充

满节日的气氛。18时15分许，习近平
和夫人彭丽媛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崔世安和夫人霍慧芬陪同下来到
宴会厅，出席欢迎晚宴。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了热
情洋溢的讲话。他首先代表中央政府
和全国各族人民，向全体澳门市民致以
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他表示，澳
门回归祖国15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了长足进步和巨大成就，一个生机勃
勃、安定祥和的澳门正以崭新姿态屹立
在祖国的南海之滨。我们对此感到由
衷的喜悦和自豪。

习近平指出，澳门取得的进步和成
就，离不开“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的全面正确贯彻落实，离
不开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广大澳门同胞
齐心协力、奋勇拼搏，离不开中央政府
和全国各族人民这一坚强后盾的大力
支持。这些进步和成就充分证明，“一

国两制”伟大构想具有强大生命力，掌
握了自己命运的澳门同胞完全能够在

“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
针指引下，团结一心，自强不息，建设好
自己的家园。

习近平强调，作为前无古人的事业，
“一国两制”实践不会一帆风顺。越是面
对成绩，越是要奋发进取。俗话说，“桌
子上唱大戏——摆布不开”。澳门回归
祖国15周年的实践证明，只要路子对、
政策好、身段灵、人心齐，桌子上也可以
唱大戏。我们既要从澳门发展取得的进
步和成就中坚定信心、增添力量，又要清
醒看到澳门内外环境发生的新变化，善
于统筹谋划、群策群力、乘势而上。

习近平指出，当前，祖国内地正处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时期，这为澳
门发展提供了极大机遇和广阔空间。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澳门同胞要充分
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善于从祖
国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更好搭乘祖国
改革发展的快车，扎实推动澳门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

习近平最后强调，在澳门特别行政
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
界人士一定能够团结一心、再接再厉，
携手续写更加精彩的澳门故事，也一定
能够同全国人民并肩前进，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崔世安在致辞中代表澳门特别行政
区政府和全体澳门市民，对习近平主席
亲临澳门表示热烈欢迎和崇高敬意。他
说，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在祖国全
方位支持下，特别行政区政府与广大居
民风雨同路，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澳
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坚定不移执
行基本法。“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为澳
门提供了创造美好明天的重要制度保
障。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必定汇集民
众智慧和力量，同广大澳门居民一道，为
实现“同心致远，共享繁荣”的目标，为澳
门长期繁荣稳定而团结奋进。

王沪宁、范长龙、栗战书、王晨、杨
洁篪、张庆黎等出席晚宴。

(相关报道见A04版)

习近平出席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并发表重要讲话

续写更加精彩的澳门故事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记者赵晓辉 罗沙）
中国证监会与最高人民法院19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加
强信用信息共享及司法协助机制建设的通知》。据此，
今后中国证监会将与最高人民法院实现全国法院执行
案件信息管理系统和资本市场诚信数据库的信用信息
共享。

据介绍，此次共享之后，资本市场诚信数据库将在
原有69400条信用信息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增加
714247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据了解，纳入共享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包括以伪
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拒执行，以虚假诉
讼、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
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等
各种失信执行情形，大部分均直接或间接与履行债务、
给付金钱有关。

在纳入共享的失信被执行人中，有的是资本市场
参与者，有的是拟申请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有的是将
来可能进入资本市场的企业或个人。建立信息共享机
制后，这些机构人员的上述失信状况将在资本市场中
予以“曝光”。通过监管执法和市场选择，对失信者形
成有力的约束限制，从而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的诚信
水平。

同时，通知对中国证监会提供行政处罚、市场禁入
等诚信信息与最高法院共享进行了规定。资本市场中
有关机构个人的失信信息，也将为人民法院所掌握，并
供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依法使用。

证监会将与最高法共享信用信息

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要在资本市场曝光

本报海口12月 19日讯（记者周
元）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罗保铭、省
长蒋定之在海口会见了中国南方电
网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赵建国一
行。

罗保铭、蒋定之感谢南方电网长
期以来对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鼎力支
持。尤其是今年超强台风“威马逊”重
创海南的危难时刻，南方电网万人会
战抢修电力设施，救急救危，电网员工
温和、庄华吉更是献出宝贵生命。省
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不会忘记这份

慷慨支持和患难真情。
在简要介绍了海南近年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后，罗保铭强调，海南发展电
力先行。没有电力保障，绿色发展无
从谈起。我们要主动适应经济新常
态，更加追求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也
是海南加快发展的重大机遇。海南一
方面存在经济总量小、结构不优的老
问题，同时又具有环保欠账压力小和
产能过剩少的后发优势。根据预测，
明年海南用电量继续增加，电力缺口
加大，希望南方电网加快智能电网建

设，优化电网调度能力；加大电网建设
投资，完善输配网改造；加快海缆二回
等项目建设等，最大限度保障海南电
力供应。海南省委省政府将全力以赴
解决好电网建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将电网规划纳入城乡总体规划；并尽
快出台新建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建设
维护管理办法，修订电力建设与保护
条例，全力支持南方电网在海南的改
革发展。

赵建国感谢海南省委省政府一
直以来对南方电网的重视和支持，尤

其在台风抢修期间对一线电力工作
者的关心爱护。在介绍了南方电网
今年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取
得的成绩后，他表示南方电网积极履
行为地方发展提供坚强的电力保障
的职责，将以深化改革为契机，主动
作为，科学调度，尽最大努力克服困
难，最大程度缓解海南电力供需的突
出矛盾，保障海南在经济新常态下的
发展与稳定。

副省长李国梁及省直有关部门负
责人参加会见。 (相关报道见A02版)

罗保铭蒋定之会见
南方电网公司董事长赵建国

本报海口12月 19日讯（记者周
元）根据中央要求，省委书记罗保铭今
天下午主持省委常委专题学习会，认
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的重要讲话等
中央关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
精神。他强调要主动适应当前党内政
治生活新常态，认真学、反复学，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上来，统一到中央部署上来，为开好
省委班子民主生活会打牢思想基础，
从严治党，推动海南改革发展。

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定之，省委副

书记李宪生，省委常委许俊、陈辞、马
勇霞、毛超峰、孙新阳、刘新、张琦出席
学习会。

会议认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
十八大以来中央工作的鲜明特色，尤
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实践活动总
结大会的重要讲话，对新形势下坚持
从严治党作出了全面部署，针对性、指
导性极强。我们要认识到当前党建工
作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
进一步加强学习，以中央精神武装思
想，坚决贯彻落实中央要求，通过狠抓
党建切实转变作风，切实提高本领，推

动海南科学发展、绿色崛起。
罗保铭在总结讲话时说，通过学

习再次体会到只有从严治党，才能使
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我们要坚决把
抓好党建作为各级党委最大的政绩，
从严治党、从严带班子、从严带队伍，
最大程度凝聚改革攻坚、推动发展的
正能量。

罗保铭强调，通过学习，我们强烈
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铁心反腐、铁腕惩腐的坚强意志和
鲜明态度，成效深得党心、民心、军心，
也让国家的凝聚力、战斗力、国际形象

为之一振。要实现彻底反腐、海晏河
清的目标，既要打攻坚战，又要打持久
战，要坚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根据
中央的要求，对照检查找差距，不断整
改抓落实；要坚持领导带头、实干担
当，这是最强有力的执行力。

在研究部署民主生活会各项准备
工作时，罗保铭强调，要自觉把民主生
活会当做锤炼党性、提高素养的重要
载体，坚持高标准、高质量，精心组织，
认真准备，确保开出实效，努力营造风
清气正、团结实干、廉洁施政的政治生
态。

罗保铭主持省委常委专题学习会，强调

认真学反复学 统一思想深化认识
确保民主生活会开出实效

蒋定之李宪生出席

本报海口12月19日讯（记者刘贡
通讯员袁迎蕾 郑艳）20日（周六）全岛
降温降雨略停歇，21日～22日受较强冷
空气影响，我省将再现降温和连阴雨
天。省气象部门提醒，周六虽然天气好
转，但别被短暂回暖少雨“欺骗”，因为这
只是下一波冷空气的前奏。

省气象台预计，20日全岛多云为
主，东部局部有小阵雨。

周六雨歇短暂回暖

周日将再次
降温降雨

本报八所12月19日电（记者黄能
特约记者高智）今天，东方市分别在三
家、新龙、感城等镇召开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整镇颁证工作推进会。记
者获悉，截至目前，该市已有4892个农
户领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推进会上，38个村和1个镇办农场
的代表领取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书，随后将陆续把经营权证书发放到农
户手中。召开推进会也是为了加快推
进确权登记颁证进度，力争今年基本完
成全市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
记颁证工作。

据了解，东方市需要土地确权的
“二调”耕地面积约66.32万亩，涉及181
个村1580个村民小组8.2万农户。截
至12月16日，全市完成外业测量面积
71.03万亩，公示面积达68.57万亩，占
外业测量面积的96.5%。92个村完成
31.28万亩承包经营权合同的签订，占
外业测量面积的44%。20个村正在签
订承包合同，60个村正在进行公示。目
前，已有4892个农户领取了5162本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面积达3.86万亩。

东方市委负责人表示，在今年剩下
的时间里要加大推进力度，攻坚克难，
力争年底基本完成全市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让农民吃上“定
心丸”。

东方加快农村
土地确权颁证
力争年底基本完成

日前，位于海口“药
谷”的齐鲁制药（海南）
有限公司的包装车间
里，工人们正在加班加
点迎接销售旺季。该公
司今年年产值将突破
10 亿元。在海口“药
谷”，已经形成了一批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高新技
术企业，它们纷纷通过
技术改造、科技创新，极
大提高了单位土地的产
出效益。

本报记者 王凯
通讯员 毕方喆 摄

加班加点
迎旺季

2014盘点 海南经济

■ 本报记者 侯小健

换挡提速，冲坡越岭。2014年，
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海南基础设施建
设仍逆势而上，让人眼前一亮。

今年前三季度全省基础设施建
设完成投资 522.81 亿元，同比增长
25.4%，增速高于固定资产投资10.8

个百分点。
这一年，海南基础设施建设好戏

连台：改建一新的县道砂土路、农村
公路不断延伸，屯琼高速、西环高铁
等一批影响海南的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正有序推进，红岭水利枢纽工程正
式下闸蓄水，西南部电厂开建……

显然，海南基础设施建设正加速
提质，成为全省投资增长的重要力
量。通经活络强筋骨，基础设施将为
国际旅游岛建设积蓄能量。

着眼长远 铺筑腾飞之路
路网，如同人体的血管，血脉通

畅方可身强体健。
在加快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

建设的背景下，迫切需要构建完善
的大交通体系，以支撑海南的长远
发展。

“交通设施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
础和先决条件，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将助力海南快跑。” 下转A03版▶

今年前三季全省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增长25.4%

通经活络强琼岛筋骨

最高
气温

最低
气温 11～13℃

12月21日-22日气温下降较明显

五指山以北地区 15～18℃
五指山以南地区 20～23℃

中部山区
西北部内陆地区

其余地区 14～18℃

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
阴天有小雨
西部和南部地区
阴天间多云局地有小阵雨

降水
方面

制图/张昕

372潜艇官兵舍家报国，亲密无间，
争当强军先锋，锻造“深海铁拳”

军港里，大爱生辉

一国两制成功
的“范本”
——澳门回归15周年纪实

回乡大学生殷振望从父亲手中接过槟榔
加工生意，走上环保、高效、规模化之路

子承父业 槟榔生金

A02版 海南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