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李佳
飞 通讯员楚洪雨）记者今天从南方航空
海南分公司获悉，为全力加强论坛年会
保障服务，南航海南分公司先后加密海
口、三亚两地往返广州的快线航班，改大
机型执飞海口-北京、三亚-北京等航线
18个航班，并升级空地服务，成立专门
会议保障小组现场为参会嘉宾提供票务
服务。

据介绍，3月初，南航海南分公司针对
执管的33架飞机的发动机、滑油系统等

进行油液渗漏普查和其他重要系统的检
查和测试工作，并提前对地面设备的保养、
维修和各类特种车辆的故障一一排查，确
保万无一失。

为了提供最优服务，南航海南分
公司还成立了博鳌保障小组，出台博
鳌安保专门保障方案，并制定现场不
正常航班保障预案，选派经验丰富的
精英机组、乘务组、地面服务人员为博
鳌旅客提供优享服务，实现空地服务
全面升级。

航空

南航空地服务全面升级

海南新闻 2017年3月23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朱和春 主编：李冰 美编：杨薇A02 综合

■■■■■ ■■■■■ ■■■■■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金
昌波）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李军会见
了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黄日
波带队来琼调研“核电等清洁能源技

术产业化和海岛边防电网核电供应”
的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
小组一行。副省长李国梁，省政协副
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王勇参加会见。

李军会见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
建言献策小组一行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原中
倩 通讯员王剑）涉及老年人权益保障、
低保、优抚等方面的4件民政立法项目
列入省人大、省政府立法工作计划，其
中，备受关注的《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若干规定》
（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规定草案”）今
年已被列入省人大、省政府正式立法计
划项目。这是记者从昨日结束的全国
民政法治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3月20日到21日，全国民政法治

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副省长何西庆
出席会议并致辞。民政部部长黄树贤
发表视频讲话，民政部副部长宫蒲光
出席会议。

据了解，规定草案进一步明确了
家庭、政府、社会在老年人权益保障和
服务工作中的责任，充实、完善了家庭
赡养与扶养、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社
会优待、宜居环境、参与社会发展等各
方面与老年人权益保障息息相关的规
定，强化了法律责任。

海南老年人权益保障新规
列入今年正式立法项目

我省于2001年进入老龄化社会

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

到18.4万人

截至2016年底，全省60岁以

上老年人口达到129.46万人

占全省户籍

总人口的14.26%

占全省老年人口

总数的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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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工作人员在会场外台阶上精心整理花卉。
本报记者 袁琛 摄长阶红毯已铺就 轻扫花径待客来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计
思佳）记者从今天下午海口召开的书
记专题会上了解到，海口制定《城市更
新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将重点从交通
优化、棚户改造、水体治理等7大方面
开展城市更新工作。

据了解，为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海
口高位推动，成立以市委书记为组长
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规划统
筹、交通优化、棚户区改造、水体治理、
城市增绿、文化复兴、土地修复、品质
提升、项目统筹9个具体工作组。

同时，海口将编制《城市更新行动
纲要》，制定各专项系统的核心内容、指
标体系、行动步骤、实施构架，作为统筹
各项专项规划和实施示范工程的纲领。

在城市更新工作中，海口将形成
一组专项规划，生成一批示范项目。

重点从交通优化、棚户改造、水体治
理、城市増绿、功能提升、文化复兴、土
地修复7大方面开展城市更新工作。

会上，中规院城市设计所所长胡耀
文介绍，将通过系统施治、整体提升、项
目带动、远近结合的模式，推进海口城
市更新，实现重整生态本底、重织交通
网络、重构优质设施、重塑空间场所、重
铸文化认同、重理社会善治6个目标。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表
示，要围绕建设国际化滨江滨海花园
城市的城市定位，加快推进城市更新
各项工作。要把“重整生态本底”放在
第一位。在积极探索根治“城市病”上
发狠力，重点解决好水体污染、交通拥
堵等问题。使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
干净，力争用三年时间让海口的城市
风貌发生明显变化。

海口制定《城市更新工作实施方案》
重点从交通优化、棚户改造、水体治理等7大方面开展工作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马溪曼）记者今日从齐鲁制药（海
南）公司获悉，海口国家高新区针对齐鲁
制药的精准招商项目——占地1500平
方米、总投资额近1.2亿元的水针、冻干
制剂生产车间将于明日试投产。

去年5月，齐鲁制药（海南）有限
公司与高新区签订加快发展框架合作
协议。经双方努力，签订的协议逐步
落实，第一个项目——投资6000多万
元的脂质体纳米粒生产线已于去年建
成并投产，填补了我省纳米技术制造
抗肿瘤药物的空白。第二个项目——

水针、冻干生产车间自2016年12月1
日开始动工建设以来，仅用不到100
天实现投产。

据了解，该车间主要生产具有高
科技含量的心脑血管高端制剂，预计
每日产量12万支，年产值可达10亿
元，齐鲁集团多个产品将转移到海南
生产，齐鲁集团研究院也将有多个产
品在该车间研制申报。

目前，齐鲁制药海南公司正在瞄准
国外高端市场，研制科技含量高、高附
加值的抗肿瘤药品，将极力研制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新药填补国内空白。

海南齐鲁制药水针冻干制剂
生产线今起试投产

◀上接A01版
要推广热点小学、初中多校划片（随机
摇号、派位），合理确定片区范围，缓解

“学区房”问题。
省教育厅要求，要加强政策引导，

落实市县（单位）省一级学校“指标到
校”计划占本校招生总计划的比例不
得低于50%、市县（单位）其他重点普
通高中学校不低于40%的要求，并向
薄弱学校、农村学校倾斜，推动学生自
愿合理分流。要加快建立以居住证为
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切实
简化随迁子女入学流程和证明要求，

做好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工
作。乡镇寄宿制学校要优先安排留守
儿童住宿。

此外，各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
要加强招生管理，合理确定招生范围，
不得招收不足龄（截至2017年8月31
日未满6周岁）儿童入学。自2017年
起，全省义务教育学校不得再新增大
班额和超大班额。各市县（区）教育行
政部门要建立消除大班额工作台账，
对大班额学校实行销号管理，到2018
年基本消除 66 人以上超大班额，
2020年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

全部小学要实现免试划片就近入学

◀上接A01版
海南师范大学新增专业为：音乐表
演、税收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生
态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新增专业
为：海洋科学、电子商务、国际事务与
国际关系、泰语、文物与博物馆学；海
南医学院新增专业为：海洋药学、健康
服务与管理、儿科学；海口经济学院新

增专业为：金融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
程、摄影、朝鲜语、表演；三亚学院新增
专业为：网络与新媒体、经济与金融；
琼台师范学院新增专业为：艺术设计
学、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学与
应用数学。

这些专业均于今年秋季起正式招
生，具体计划数还未确定。

我省7所高校新增29个专业

■ 新华社记者 柳昌林 赵叶苹

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即将于
23日至26日在海南博鳌召开。年会为
何设计全球化主题？65场活动议题设
置有哪些特点？博鳌亚洲论坛在推动
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及自由贸易方面
做了哪些努力？论坛秘书长周文重日
前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为全球化“明是非、正视听”

作为亚洲和新兴经济体的主要对话
平台之一，本届博鳌亚洲论坛将主题确
定为“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

“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化遇
挫的背景下，有必要通过每年一次的博
鳌年会，为全球化明是非、正视听，以更
具包容性的新思路、新模式，激发人们
对全球化的热情。”周文重说。

周文重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
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
然结果，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它既有力
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也持续推动全球
范围的减贫进程不断取得进展。但经

济全球化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增长
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这些
市场经济固有的内在矛盾在国别乃至
全球层面都比以往更加突出。

“上述结构性矛盾的根源，不在于经
济全球化本身，而是由于现行全球治理
体制同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不相适应
所造成的。”周文重说，采取反全球化措
施，不仅不能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反而
会导致全球经济增长面临更大的问题。

周文重指出，去年12月召开的博鳌
亚洲论坛墨尔本会议以“全球化的未
来”为主题，会议形成重要共识：“一方
面，全球化要照顾到被边缘化和利益受
损的人群，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另一方
面，全球化的基本原则和积极面应予以
充分肯定和坚持，不能开倒车。”

65场政商活动
紧扣全球化主题

据介绍，今年论坛将分为全球化、增
长、改革、新经济四大板块，共设置开幕式、
全体大会、44场分论坛、17场圆桌会议、2场
主题餐会，共65场正式活动和交互式讨论。

“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如何应对
全球化将是贯穿于整个年会的一条主
线。”周文重说，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非
政府的国际会议组织，本届年会将延续
以往政商对话的突出特色。政府方面，
将有6个国家的领导人、82位国际组织
和各国部长级官员出席年会。

“他们或在开幕式和全体大会等正
式场合宣示关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
政策立场和主张，或参与到年会60多场
分论坛和闭门会议的讨论，或通过小范
围座谈会、一对一会见等方式，与1000
多位企业家面对面。”周文重说。

他说，博鳌的政商对话，以非正式、
坦率、务实为主要特色，重在实质性交
流与互动。这是博鳌有别于各种政府
间会议的一大特色和吸引力。

“今年年会日程之外的各种形式的
政商对话、座谈、会见等也十分丰富。”
周文重说。

博鳌论坛为亚洲经济一体化
催生政策和行动

周文重说，亚洲区域一体化是博鳌

亚洲论坛的使命和宗旨，也是创立论坛
的初衷。回顾历史，1997年亚洲金融危
机爆发，亚洲经济遭受重创。危机的教
训是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亚洲各国在
危机面前不能各自为政。

“更高程度的区域合作和一体化有
助于亚洲各国实现发展目标。”周文重
说，这句话写进了博鳌亚洲论坛发起宣
言和论坛章程，代表了论坛发起国和发
起人对亚洲经济一体化的信念和对论
坛的期盼。

从2001年起，每届年会都将亚洲区
域合作和一体化作为讨论重点，通过政
商学界广泛、深入、持续的讨论，集思广
益，凝聚共识，催生政策和行动。

周文重表示，在逆全球化思潮抬
头、一体化的欧盟模式受挫等背景下，
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路径和模式应该是
什么样的，需要论坛这样的对话平台进
行充分的探讨，为一体化探路、为政策
铺路、为区域合作夯实共识的路基。

他强调，“博鳌亚洲论坛对亚洲经
济一体化的前景充满信心，因为这有利
于亚洲各国的长远发展。”

（新华社海南博鳌3月22日电）

“全球化不能开倒车”
——专访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

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特别报道

本报博鳌3月22日电（记者梁振
君）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每年都吸引众多
中外媒体记者参会报道。今年年会期
间，将有31个国家或地区195家媒体的
1000多位记者或媒体人士出席年会。
记者今天在博鳌亚洲论坛培兰桥注册中
心看到，前来领取媒体证件和年会资料
的中外媒体记者络绎不绝。

截至目前，已有23家媒体签约成为
2017年论坛年会媒体合作伙伴，包括彭
博社、BBC、第一财经、中国中央电视

台、中国日报、人民日报、美通社、凤凰卫
视、VIVA无线新媒体、新华通讯社、亚
洲华尔街日报等。

本届论坛年会以“直面全球化与自
由贸易的未来”作为论坛主题，1727位
与会代表将围绕全球化、增长、改革、创
业创新与新经济、文化等议题，参加65
场活动，其中包括44场讨论会和17场
年度会议。年会还将涵盖“一带一路”
建设、分享经济、工匠精神等时下热点
话题。

新闻

千余媒体人参会报道

本报博鳌3月22日电（记者周晓
梦）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进入最后
倒计时，记者今天从中远海运博鳌有限
公司了解到，会议安全及设施设备保障、
VIP接待、房务、餐饮、后勤等各项保障
服务准备就绪。

“我们今天凌晨2时进行了一场演
练，主要是对进场、换场等环节再磨合，
确保衔接有序。”今天上午，在位于东屿
岛的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会场，中
远海运博鳌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周大卫
介绍，他们正在抓紧时间对会场相关布
置及环节衔接做最后的准备。

在接待方面，酒店运营管理中心客
房部组织对接待国家元首的房间进行试

住检查，对检查出的各项问题逐一处理，
并制定针对性应急预案，确保年会期间
各项功能完善。

“食材方面，酒管中心从源头严格把
控800余种所需食材，今年还结合扶贫项
目种植的扶贫农产品，保障提供新鲜有机
蔬菜。”酒店运营管理中心行政总厨姜德
强介绍，此前他们已前往各供应商处考察
食材品质，并全力配合食药部门的检测，
确保安全。酒管中心还在深入沟通调查
的基础上，为外国嘉宾定制了特色菜单。

后勤保障方面，中远海运博鳌有限公
司招募900多名学生志愿者，并从其他酒
店借用了500多名有经验的工作人员，用
于强化一线服务部门人员配置力量。

会场

房务餐饮等服务工作就绪
本报海口3月22日讯（记者杨艺

华 通讯员王斌）博鳌亚洲论坛 2017
年年会在即，中国电信海南公司为确
保年会通信畅通无阻，经过两个多月
密集的通信网络建设和维护工作，目
前各项通信保障准备工作已全部落实
到位。

截至目前，海南电信已为博鳌亚洲
论坛2017年年会的安保单位、论坛秘
书处，各新闻媒体及相关保障单位开通
电信通信电路980多条，其中，为确保
参会各大媒体的记者能及时快速发布
新闻，仅新闻中心就开通了 142 条电
路；快速安装宽带400余部、固定电话
210多部、工作手机120多部等年会专

用通信业务，并且开通了国家南海博物
馆的光缆。

在网络建设扩容方面，海南电信完
成了年会保障专用光缆建设31.5公里，
在东屿岛会场、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及博鳌机场等区域新开通了4G基站
6个，新增加室分系统6套，在主会场和
新闻中心开通了4G+网络。

同时，在年会主会场、新闻中心、廊
道等网络信号已覆盖的重要区域，海南
电信增开WiFi 覆盖点 40多个，更新
WiFi设备10多个。届时，在论坛主会
场和新闻中心等重要场地，嘉宾及媒体
记者能用上电信光纤宽带和i-WiFi无
线网络出口带宽均达到千兆。

通信

海南电信通信保障工作就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