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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0月31日12时-11月1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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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级别

良

良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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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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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55

54

39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 杜娥

10月29日至31日，来自“一带一
路”沿线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205
家媒体和机构的200多位嘉宾相聚琼
海博鳌，参加由人民日报社和海南省
委、省政府共同主办的2018“一带一
路”媒体合作论坛。

海南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支点，在海南开启新一轮改革开
放的重要时刻，大家因“一带一路”倡
议相聚于此，别有意义。

围绕“共建共享 合作共赢”主题，
来自国内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
之路沿途省份、城市的主要领导，中央
媒体负责人，相关省区党报负责人，知
名企业家和权威专家学者，以及“一带
一路”参与国家的主流媒体、驻华大
使、公使，国际智库专家，国际组织负
责人等，聚焦“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发
展新动能、智慧媒体新前景、丝路文化
发展等议题，探讨合作，凝聚共识。

携手共绘“一带一路”“工笔画”

今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一带
一路”倡议提出5周年，也是在今年，
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

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新闻传播工作是神圣而高尚的，
承载着历史，担负着使命，肩托着担
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
希望各国媒体共同努力，传播好“一带
一路”的和平精神、发展精神、开放精
神、创新精神和文明精神，携手共绘

“一带一路”“工笔画”。
讲好丝路故事，弘扬丝路精神，助

力丝路建设，成为与会嘉宾共同的心
声。“现在整个亚洲地区，包括俄罗斯
在内的欧亚经济联盟，都积极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对接。”《俄
罗斯报》社长帕维尔·涅戈伊察说，同
中方媒体的合作经验证明，大家总能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并坚定地把共
识推进下去。

当前海南正按照中央决策部署，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力打造我国面
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
门户、“一带一路”重要支点。省委书
记刘赐贵在论坛开幕式上向各方朋
友发出诚挚邀请，邀请大家共同参与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邀请媒体朋友讲好海
南故事，帮助海南沟通信息、宣介推
广，共同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经贸往
来，共同打造“一带一路”媒体交流合

作重要平台。

海南故事广受嘉宾关注

论坛期间，“一带一路”是热词，海
南也是热词，系列海南主题活动吸引
了大批国内外嘉宾的热烈关注。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而
言，能抓住哪些海南深化改革开放带
来的发展新机遇？享受哪些海南深化
改革开放释放的政策红利？论坛期
间，在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政
策介绍会上，迫切希望了解海南的他
们找到了答案。

“我们对越来越开放的海南充满
期待。”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副总编辑
罗哈娜·穆斯塔法说，他们很乐意报道
海南自贸试验区的各项政策，相信在
众多国际媒体的支持下，一定会有越
来越多国家和地区与海南展开更深入
的合作，共享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发
展机遇。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
心相通。电影，是一个可以促进民心
相通的艺术形式。论坛期间，当首届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12月9日至16日
要在三亚举办的消息传来，立刻引起
与会国内外媒体记者的广泛关注。

“‘一带一路’倡议将海南与非洲

联系得十分紧密，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的成立，既为海南和非洲国家的文化
交流提供了平台，也为中国与其他国
家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浙江师范
大学非洲研究院研究员、纪录片导演
和丹来自索马里，对此她充满期待。

参加完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政策介绍会和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新闻发布会后，斯洛伐克通讯社记
者维埃拉·库里切娃也感到十分兴
奋。她对海南日报记者说：“我要把有
关海南发展的政策都写进报道，告诉
斯洛伐克的读者。”

“一带一路”故事将传播全球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海
南也是这幅“工笔画”中的精彩一笔。5
年来，海南积极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
旅游、生态环保、人文合作交流，参与建
设成效持续开花结果，诸多与会嘉宾对
海南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论坛举办前夕，来自乌克兰、奥地
利、俄罗斯等2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30多家中外媒体记者在海南开
启为期一周的环岛采访，这次采访成
为他们了解海南、了解中国的一扇
窗。他们表示，十分愿意把在海南的

采访整理报道，向各自国家讲述一个
充满魅力、发展迅速、前景广阔的海
南，促进所在国和所在地区与海南的
合作交流。

人民日报社社长李宝善说，“一带
一路”中的媒体报道要聚焦经济发展，
不搞政治输出；要依托开放合作，不搞
保护主义。敞开大门迎宾客，谋求的
不是“一花独放”而是满园春色，不是

“一家独奏”而是丝路合唱；要致力互
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

“5年只是一个开始，在未来5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一带一路’必定
能够收获更多的丰硕果实，增进互相
了解，促进世界和中国更好的沟通与
交流。”新加坡报业控股执行总裁伍逸
松说。

“必须要说，我们国家很多人都享
受到了‘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成果。”
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晚报》第一副
总编辑妮娜·尼奇博洛娃说，大家通过
海南感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

“很期待在媒体的广泛报道下，有更多
国家和地区加强与海南、与中国的合
作交流。”

关于海南的丝路故事，关于“一带
一路”的故事，正搭载“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的主流媒体，传播全球。

（本报博鳌11月1日电）

2018“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架起沟通桥梁凝聚更大共识

共绘丝路画卷 传递海南声音
省政府调研组
到陵水文昌调研
研究推进相关工作

本报文城11月1日电（记者周晓梦 苏庆明）
10月31日-11月1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
超峰率省直多部门到陵水黎族自治县、文昌市调
研，并分别召开相关工作会议，对海南国际旅游岛
先行试验区规划建设工作提出要求，以及研究推
进文昌水环境污染整治及冯家湾一带水产养殖产
业转型工作。

在陵水，调研组先后实地了解先行试验区内
黎安污水处理厂、富力海洋欢乐世界建设等情况，
并召开先行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听
取先行试验区总体规划修编工作等情况汇报。调
研组指出，要加快在建项目建设，高标准做好先行
试验区总体规划修编工作，为先行试验区开发建
设奠定基础；总体规划修编完成前，严格控制新上
马项目，供地必须符合省里的产业政策；总体规划
修编要考虑规划可能性和可行性，紧扣中央12号
文件中明确的“三区一中心”定位，贯彻新发展理
念，坚持节约集约、高效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从区
域发展上，总体规划修编要避免与海南其他区域
规划的同质化，并要注重生态保护。

在文昌，调研组先后走访会文镇冯家湾阳光
新村、北山溪等地，并与水产养殖户代表现场座
谈，了解水产养殖综合整治等工作情况。

在随后举行的工作会议上，毛超峰要求，要清
晰把握住区域海岸带水产养殖环境整治与养殖业
转型升级工作性质和特点，坚定不移地推动全省
水产养殖业转型升级，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文昌
至琼海长坡区域海岸带水产养殖产业现存的环境
污染、产业层次不高、产品附加值低等突出问题；
要通过建立产业园区为载体和平台，培育和引进
具有带动示范作用的龙头企业，促进区域海岸带
水产养殖绿色化、企业化、集约化、规模化、品牌化
发展；市县要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落实海岸
带陆地200米范围内严格管控等要求，分类施策，
并要规划引导水产养殖产业园区建设，完善园区
配套服务，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实
现生态环境与群众经济收入的双重改善提升，促
进区域产业和环境形成良性互动、可持续发展。

陵水、文昌、琼海等市县有关负责人，省发改
委、省生态环境厅等省直部门有关负责人参加相
关实地调研和工作会议。

海口将打造具海口特色
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
吴升娇）11月1日上午，海口召开全市宣传思想
暨意识形态工作会议。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
悉，海口将切实抓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试点工作，创出海口经验。

今年8月底，中央部署在全国推进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海口市琼山区和美兰区被
确定为首批试点单位。会议要求，要按照中央和
省委的部署要求，紧紧围绕海口特色，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抓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试点工作，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成深入宣
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载
体，巩固基层意识形态、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有力阵地和宣传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综
合平台。

会议强调，海口要强化正面宣传，以正确的舆
论导向凝聚改革发展合力。紧紧围绕改革开放
40周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勇当先
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生态文明建设、夜市经
济、市民游客中心建设、江东新区规划建设、脱贫
攻坚、重点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做好宣传报道。
坚持“尊重媒体的监督，赢得媒体的尊重”“万般解
释不如一个解决”和“实、快、办”的原则，妥善处理
媒体曝光的问题；不断扩大12345政府服务热线
与媒体监督联动成果，善于利用媒体监督解决好
热点难点问题。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参加会议并讲话。

省总工会七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

努力开创新时代海南工运
事业和工会工作新局面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何瑞闻 实习生杜娥）省总工会七届二次全委（扩
大）会议11月1日在海口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
员集体谈话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和中国工会第十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

会议要求，海南各级工会要把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作
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在全省
工会系统迅速掀起学习热潮，自觉把工会工作放
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去思考、去把握，放到海南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实
践中去推进、去落实，努力开创新时代海南工运事
业和工会工作新局面，团结带领全省广大职工群
众在海南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建功立业。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陆志远
出席会议并讲话。

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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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前大桥主桥明日合龙

本报三亚11月1日电（记者孙
婧）今年起至2020年，三亚市计划投
资超10亿元，用以提升该市城乡的
通信网络水平。

三亚日前举行的第七届政府第

3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三亚市信
息基础设施水平巩固提升三年专项
行动方案（2018-2020年）》，计划投
入资金，要在每一年都显著改善通讯
网络水平。具体任务包括加大千兆

光网和农村光网建设力度；进一步提
升全三亚4G网络质量；推进IPv6的
平滑演进；推动窄带物联网应用；积
极规划部署5G网络，发展下一代移
动互联网；提高基础电信服务质量；

协调建设全省统一的公共热点
WiFi；统筹推动智慧灯杆建设；增强
抗灾通信保障能力。

其中，2018年将取消移动通信流
量漫游费，移动网络流量资费下降

30%以上，4G网络在自然村、农垦居民
小组覆盖率90%以上。2020年，千兆
小区改造基本完成，部分农村地区具备
千兆网络接入能力；按省政府有关规划
部署，全面开展5G商用网络建设。

三亚3年计划投资超10亿元改善通信网络水平

4G网络今年内在自然村覆盖率达90%以上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张
期望 刘贡）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
江东办获悉，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城市设计
方案国际征集项目中期汇报会，11
月1日在北京举行。6家国内外设计

机构或联合体的首席设计师先后汇
报各自的设计思路、初步方案和整体
工作进展情况。2019年1月5日各
设计单位将提交最终设计成果，届
时海口市将组织国内外顶级专家进
行评审，评选出1个优秀方案和2个

优良方案。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

长、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李晓江
介绍，中期交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帮
助各应征团队，更好地把握海南的特
点，海口的特点，江东的特点，以及对

起步区的发展要求，希望方案能更加
务实。

与会领导和专家向各家设计机
构进行提问，并明确了下一步规划设
计的要求和重点，希望各家设计机构
发挥自身特色和技术优势，充分考虑

安全城市、生态城市和智慧城市的建
设要求，在交通组织模式、混合用地
模式等方面进行创新探索，打造世界
一流的生态CBD。通过对建筑和街
区形态的进一步设计，彰显“中国风
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

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城市设计方案国际征集项目中期汇报会在北京举行

6家国内外单位首席设计师汇报设计情况

海南日报记者11月1日了解
到，铺前大桥项目主桥最后一根跨
钢箱梁已完成吊装前安全检测，进
入吊装焊接准备阶段，预计将在
11月3日实现主桥合龙。

铺前大桥连接文昌市铺前镇
和海口市演丰镇，项目路线总长
5.597公里，其中跨海大桥长约
3.8公里。

（左一、左二图）11月1日，夕阳
下，工人们正在加紧施工。

（本组照片均由本报记者张杰摄）

11月1日，俯瞰合龙前的铺前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