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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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奋进新时代
山海黎乡竞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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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美拟对2000亿美元
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中方将作出必要反制
坚决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记者闫子敏）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11日在回应美方公布拟对中国2000亿美
元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清单时说，这是一场单边主义与
多边主义，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强权与规则之战。中
方将和国际社会一道，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共同维护多
边贸易体制和规则。

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美方行为
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中方将作出必要反制，坚决维
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华春莹说，当今时代，各国经济不同程度融入全球
产业链、价值链，彼此之间相互依存、兴衰相伴。立己
达人方是正确选择。如果固守“零和博弈”的过时思
维，任性挑起贸易战，不仅损害当事双方利益，也伤及
全球产业链上的各方利益，不会有赢家。中国货物出
口的40%，高科技产品出口的三分之二都是在华外资
企业实现的。

“美方是在向全世界开火，也在向自己开火。多
位国际经济界权威人士的有关表态也充分表明，美
方失去理性的行为十分危险，害人害己，不得人心。”
华春莹说。

她说，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坚决抵制单边主义，
反对保护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规则。

“这是作为负责任国家应有的担当和责任”。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记者况
昌勋）今天，七届省政府第二次全体
（扩大）会议在海口召开。省长沈晓
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4·13”重要讲话、中央12号文件
和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
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着力提高政府
执行力，勇当先锋、做好表率，努力将
海南打造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的新标杆。

本届省政府对全会召开形式作了
一些改变，其中年中召开的省政府全
会将重点围绕一个主题进行讨论研
究。此次全会研究的主题是提高政府
执行力。上午，会议通报了全省上半
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各副省长依次
就做好下半年分管领域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沈晓明在讲话中肯定了上半年
我省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工作，分析

了面临的困难，强调要切实提高执行
力，落实好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各项决
策部署。随后，沈晓明就政府执行力
建设进行了重点阐述。他通过翔实的
负面案例，揭丑亮短、戳中要害，从十
个方面（见右表）深刻剖析了我省政府
执行力不强的主要表现和根源。

沈晓明强调，全省政府系统要努
力把贯彻落实决策的精准度、推进实
施的速度和群众的满意度等“三个
度”作为执行力建设的衡量标准，从
各个环节发力提高政府执行力。一
是抓决策。决策要准确贯彻落实上
级要求，讲究方式方法提高质量，在
符合规则的基础上提高效率，要指令
清晰、体现权威、突出重点；决策者要
示范带头、以上率下。二是抓协调。
要完善工作规程，创新沟通协调方
式，强化办公厅作用，切实提升各部

门相互配合效率。三是抓督查。要
加强计划和统筹，创新方式方法，强
化队伍建设，将督查重点放在具体工
作落实及其成效上。四是抓考核。
要重视第三方考核评估、动态考核和
考核结果运用，力争考核客观准确并
发挥出奖优罚劣作用。

会议印发了历经3个多月调研
形成的《海南省人民政府提高政府执
行力十四条措施（讨论稿）》。下午，
与会人员分成7个小组就提高政府
执行力进行讨论。

在听取各小组讨论情况汇报后，
沈晓明表示小组讨论富有成效，省政
府办公厅要把大家提出的好意见和
好建议进行梳理、采纳，在日常工作
中加以落实。

沈晓明还就下半年重点工作作
出了部署。一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各项决策部署，加快推进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先导性项目，着力构建法
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和公平、高效、
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二是把稳
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招
商项目落地和现有项目推进。三是
坚定不移调结构、促转型，引进有实
力、符合海南产业定位的市场主
体。四是持续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

改和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工作。
五是扎实推进脱贫攻坚、为民办实
事、稳控物价、安全生产和“三防”等
民生社会事业。六是做好2018年
国务院大督查的相关工作。

省领导毛超峰、陆志远、王路、刘
平治、刘星泰、彭金辉、范华平、苻彩
香、史贻云，省政府秘书长倪强参加
会议。 (相关报道见A02版)

七届省政府召开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

强化政府执行力建设 奋力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沈晓明讲话

1.走马观花、蜻蜓点水

2.文山会海、不求实效

3.急功近利、表面文章

4.有头无尾、虎头蛇尾

5.推诿扯皮、不敢担责

6.畏首畏尾、不敢碰硬

7.消极搪塞、冷漠怠慢

8.工作疲沓、效率低下

9.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10.暗箱操作、吃拿卡要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朱莹莹 实习生林晨）
记者今日从省财政厅获悉，我省再
次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
养老金标准，从今年1月1日起，将
最低标准从每人每月160元提高到
178元。此项政策将惠及全省78万
60岁以上老年居民。

据了解，此次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再次提高，
是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
部相关要求的举措。省财政厅有
关负责人介绍，我省于 2009年启
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
点，2011年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
保险制度试点，2014年两项制度合
并，建立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

截至2017年底，全省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86万
人，其中，领取待遇人数77.7万人。
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从2009年的
每人每月55元提高到2018年的每
人每月178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在保障城乡老年居民基本
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

我省再次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

每人每月最低标准提高到178元

本报海口 7月 11 日讯（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杜娥）今天，国家
新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海南分
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依托海南
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
旨在推进海南新能源技术的快速

发展，助力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
明示范区。

据介绍，国家新能源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海南分中心创研团队目前
共有 15名工作人员，其中博士 7
人、硕士4人，设有理事会、学术委

员会、研发部、工程部、实训部、信息
资源部等6个部门。

国家新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王建伟介绍，国家新能源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是我国第一批成立的
30个国家级各类研究中心之一。

接下来，国家新能源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将整合人才、技术和资源优势，
把全世界先进的新能源技术研究经
验带到海南来，支持海南分中心产
学研一体化建设发展，推动海南新
能源行业技术进步。

国家新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海南分中心成立
将为我省新能源技术研发提供人才技术支撑

本报老城7月11日电（记者
罗霞）今天上午，海南网易联合创新
中心在海南生态软件园正式揭牌成
立，2018网易中国创业家大赛（海
南赛区）同时启动。

海南网易联合创新中心是由
省商务厅引入网易公司，联合海南
服务外包龙头企业共同打造的孵
化器和加速器。该中心面向服务
外包、“一带一路”、创新创业三个
方向，将聚合网易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互联网新技术以及游
戏开发、传媒等产业资源优势，结
合海南当前各产业的发展情况，通
过产业赋能、人才培养、区域品牌
建设，为海南发展作出贡献。

“我们通过‘3+N’赋能体系，
全方位提供特色化和定制化的创
新创业服务，吸引动漫游戏、电子
商务、文化创意、云计算、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各类创新创
业人才和企业进入海南网易联合
创新中心提速发展，提升海南服
务外包以及创新创业发展的影响
力。”海南网易联合创新中心负责
人介绍。

据介绍，海南网易联合创新中
心于今年一季度建成，截至目前已
收到20家企业提交的工商注册材
料、20余家企业意向申请表，培训
软件服务外包人员1500人。

海南网易
联合创新中心揭牌

本报海口7月11日讯（记者梁
振君 通讯员张璞）省发改委今天披
露的2018年上半年海南省经济运行
大数据分析报告显示，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重磅利好政策推出后，提振了社会各
界对海南经济发展的信心，上半年
全省经济运行呈现六大特点，多项指
标表现抢眼。

经济信心指数再创新高。数据
显示海南经济信心指数自2017年三
季度后持续攀升，2018年以来不断
创下新高，二季度达93.79，较全国的
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

投资意愿维持高位运行。上半
年海南陆续出台《关于做好稳定房地

产市场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稳
定房地产市场的通知》《关于暂停办
理土地二级市场转让交易有关用地
手续的通知》等文件，房地产调控政
策不断加码，坚决减少经济对房地
产的依赖。在房地产政策收紧的大
背景下，全省投资意愿指数在高位
上有所回落，2018年一、二季度环
比降幅分别为 2.78%和 3%。但与
去年同期相比，2018年上半年投资
意愿指数仍上涨 5.46%，主要得益
于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出台，极大刺
激了社会各界对海南旅游业、现代
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其他产业
的投资意愿。

消费升级稳步提升。伴随着

“80后”“90后”逐渐成为消费主力，
全国消费升级步伐不断加快，消费
升级指数持续攀升。随着2018年
一季度公务员绩效工资的发放以及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策利好的
预期，全省消费升级指数开始回升，
二季度达到0.73，基本追平全国平
均水平。

创新创业热情稳中有升。特别
是在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
及党中央、国务院政策“大礼包”为海
南发展进一步明确方向后，海南创新
创业热情指数稳步提升，2018年上
半年达332.41，同比上涨7.46%。

重点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今年
上半年，全省十二个重点产业发展继

续保持良好势头。大数据平台通过
产业情绪指数（即一段时期内市场投
资偏好和认可程度）对十二个重点产
业进行分析，发现高新技术、教育、文
化、体育产业，因其包含的产业形态
最为丰富，其产业情绪指数长期高居
榜首，2018年上半年达94.03，继续位
列第一；现代金融服务业、互联网产
业、旅游产业等迎头赶上，情绪指数
均在65以上，较去年同期有不同幅
度上涨，主要是市场普遍认为，海南
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将给金融服务业、互联
网产业、旅游业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上半
年，全省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重

点群体就业平稳推进，创业带动就业
成效不断显现，公共就业服务能力也
进一步加强。分行业看，全省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招聘岗位数量占全
行业招聘岗位数量的27.4%，房地产
及建筑业对人才的需求量也高达
24.15%，二者对人才的需求量相加
已超过海南全行业人才需求量的
50%。

大数据分析报告同时显示，海
南发展仍存在社会管理投入相对
不足、消费环境问题仍较突出、酒
店服务业国际化水平有待提升、租
房市场培育尚不充分、高质量就业
岗位供给不足、技术创新能力薄弱
等问题。

上半年我省经济运行大数据分析报告出炉

海南多项指标表现抢眼

码上读
扫码看
进口药品监管
摄影：袁琛
剪辑：吴文惠

7月4日，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琼海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在对博
鳌超级医院进口药品储存情况
进行安全监督检查。

据了解，目前，我省对引进
的医疗器械和药品数量实行全
程监管。下一步，我省将通过
“一物一码”的监管技术，确保
进口药品实现全流程可追溯。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乐城先行区：
进口药品全程监管

中国首次跻身全球
最具创新力经济体20强

新华社华盛顿7月10日电（记者周舟）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机构10日发布2018年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首次跻身最具创新力经济体
20强，排名第17位。

报告显示，与2017年相比，中国从第22位连进5
名，保持稳步提升势头。瑞士、荷兰和瑞典继续位列前
三，英国上升1位、排名第4位，美国则从第4位滑落到
第6位。

在核心创新投入和产出方面，虽然美国仍排名首
位，但在研究人员、专利和科技出版物数量等方面位列
第二，居中国之后。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说，中国
的快速提升反映出其领导层设定的战略方向，即发展
世界级创新能力并使经济结构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
型，这些产业更依赖创新来保持竞争力。他认为，这标
志着创新多极化的到来。

报告还评价了各经济体将教育投资和研发支出转
化为高质量创新成果的能力，其中瑞士、卢森堡和中国
位列前三。

报告更新的全球“最佳科技集群”排名中，日本的
东京－横滨地区和中国的深圳－香港地区分列前两
位。而美国的创新热点地区数量最多，共26个。

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对全球126个经济体的创
新能力进行了量化评估，评估指标包括知识产权申请、
移动应用创新、教育支出和科技出版物等80项。

法国人能捧走
世界杯吗？

本报明天将推出世界杯决赛
重磅预测

A12

A04

海口启用无人机
“空中交警”

政府执行力存在的十个方面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