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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海南省委日前决定：童道驰同志任中共
三亚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中共海南省委决定

童道驰同志
任中共三亚市委书记

本报海口 11月 3日讯（记者罗
霞 实习生王淼 通讯员周艳）海口海
关近日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前
三季度，我省外贸进出口总额超500
亿元，其中进口超330亿元，飞机、美
容化妆及护肤品、天然气等商品进口
增幅明显。

据海口海关统计，前三季度我省
外贸进出口总额524亿元人民币，其
中出口189.8亿元、进口334.2亿元。
从各市县进出口情况方面看，海口增
长较快，洋浦降幅较大。从国际市场
分布方面看，我省五大贸易伙伴中，对
欧盟、中国香港和中东贸易保持增长，
对东盟和美国出现下降。美国仍为海
南第一大贸易伙伴；法国与海南双边
贸易同比大幅增长3.6倍，贸易额51亿
元，为我省第二大贸易伙伴，主要增长
因素是海航集团从法国进口5架飞机。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分析称，前
三季度海南进口同比增长8.9%，增长
主要因素是飞机进口大幅增长。此
外，随着离岛免税购物的推进，美容化
妆及护肤品进口增幅明显。

据统计，前三季度，海南10种主
要进口商品超过10亿元，农产品、原
油、成品油等3种商品进口下降，其余
7种商品进口均保持增长，其中飞机
和其他航空器进口 84.8 亿元，增长
69%；美容化妆及护肤品进口23.9亿
元，增长35.7%；天然气进口13.6亿
元，增长2.4倍。

前三季度我省外贸进出口
总额超500亿元
其中进口超330亿元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况
昌勋 通讯员张东东）省长沈晓明圆
满结束对日本、韩国的友好访问于
11月3日回到国内。

访问期间，沈晓明先后会晤了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日本内阁总
理大臣辅佐官和泉洋人、日本兵库
县知事井户敏三、日本前经济产业
大臣林干雄、日本前外务副大臣山
口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理事水井
修、韩国济州道知事元喜龙、韩国文
化体育观光部观光政策局局长琴基
衡、韩国保健产业振兴院院长李永
灿、日本瑞穗金融集团董事长佐藤
康博、森大厦株式会社董事长辻慎
吾、新A动画社长梅泽道彦、韩国
JK医疗集团董事长朱权等两国政府
部门、重点企业、商会协会等机构负责
人，就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
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推动“一
带一路”框架下与日韩两国在友城、
旅游、教育、医疗康养、新能源、互联
互通等领域的务实交流与合作展开
磋商，达成诸多合作共识，以实际行
动落实中日韩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

周年献礼，扛起服务国家总体外交
的海南担当。

2018年恰逢日本兵库县成立
150 周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周年，沈晓明与井户敏三共同
出席有关庆祝活动，并就未来深

化双方在友城、旅游、医疗健康、
人文教育、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
交换意见；在韩国济州道，沈晓明
与元喜龙共同签署深化两省道友
好合作谅解备忘录，议定将共同推
动双方在互办大型节庆活动、加强

民间交往、共同推动岛屿经济体发
展等领域的合作项目，延续双方
20多年的传统友谊，以地方务实
合作协力服务中日、中韩双边关系
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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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晓明出访日本韩国归来

我国首座跨越地震活动断层的跨海桥梁——

铺前大桥主桥昨日顺利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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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3日，施工人员正在进
行铺前大桥主桥最后一条钢箱梁环
缝焊接。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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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1月3日电（记者彭
青林）11月3日上午，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出席三亚市四
套班子和法检两长会议并讲话，通报
中央和省委关于调整三亚市委主要
负责同志的决定，要求三亚市各级党
委和广大干部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始终做到“两个维
护”，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
委的决定上来，在以童道驰同志为班
长的市委带领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
习贯彻习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
中央12号文件精神，落实中国（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对标

“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建设目标，在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中发挥标杆作用。

刘赐贵指出，童道驰同志任海南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是中央和省
委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海南工作、对海南

省委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
怀，我们完全拥护、坚决服从中央的
决定。

刘赐贵表示，严朝君同志作为海
南本地成长的干部，主持三亚工作以
来，三亚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良好的
势头。童道驰同志长期从事商贸金
融工作，在重大问题上立场坚定、旗
帜鲜明，知识面宽，综合素质好，有国
际视野，改革创新意识和沟通协调能
力强，相信今后能够带领全市落实好
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

刘赐贵指出，当前海南正处在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扎实推进自由贸易
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的关键阶段，以
童道驰同志为班长的三亚市委班子
接过了三亚发展的接力棒，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三亚市全体党员干部
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始终做到“两个维护”，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决定上

来，确保市委主要领导的顺利交接。
要讲党性、顾大局、守纪律，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以实际行动支持中
央和省委的决定，自觉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推动三亚经济
社会各项事业持续发展，让中央放
心，让省委放心，让全市人民满意。

刘赐贵强调，三亚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特别是习总书记“4·13”重要
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落实好
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
案，对标“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建设
目标，坚持问题导向，勇于创新突破，
扎实推动三亚改革开放发展，在大三
亚旅游经济圈中发挥牵头示范作用，
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中打造标杆，在践行

“三区一中心”定位中当好先锋，在争
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
例中勇做“排头兵”，成为海南打造展

示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
靓丽名片的引领者。

刘赐贵指出，当前，海南和三亚
面临新使命、新定位、新挑战，能不
能贯彻落实好习总书记“4·13”重要
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是对领
导干部是否对党绝对忠诚，是否牢
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践行“两个维护”的重要检验。
三亚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能力建设，
进一步提高领导班子执政水平。领
导干部要带头加强学习，坚持民主集
中制，持之以恒改进作风，带头做到

“五个必须、五个绝对不允许”的要
求，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

“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一张蓝
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久久为
功，特别注重抓创新、打基础、守底
线、防风险、促发展，在建设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实践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

随后，三亚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

会，省委副书记李军出席并代表省委
对此次人事调整作说明。他指出，三
亚各级领导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坚决拥护中央和省委的决定，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
委的决策部署上来，确保市委主要领
导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要充分
发挥三亚的独特优势，在建设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实践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真正
把三亚建设成世界级滨海旅游城
市。要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第一民
生工程来抓，为打赢打好全省脱贫攻
坚“翻身仗”作出三亚贡献。要切实
抓好党的建设，带头落实好刘赐贵书
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五个绝对不允
许”要求，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

童道驰、严朝君，以及三亚市人
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主要负责
同志分别作表态发言。省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彭金辉主持大会。

刘赐贵在三亚市四套班子和法检两长会议上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勇当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标杆

李军出席

住宁全国政协委员
来琼考察
毛万春主持座谈会并讲话
崔波率队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符总）11
月3日下午，由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主
席崔波率领的住宁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抵琼开展“海
南深化改革，加快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和全域旅游情况”考察。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及
我省有关部门负责人与考察团一行进行了座谈。

毛万春在座谈会上代表省委、省政府、省政协对住
宁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的到来表示欢迎，向住宁全国
政协委员长期以来对海南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他表示，当前，海南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全力推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此时考察团来琼意义重大，充分体现
了住宁全国政协委员对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高度
重视，对海南的帮助很大，将对海南下一步的工作形成
有力推动。希望通过此次考察团来琼考察交流，进一
步增进两省区友谊，深化合作，优势互补，推动两地共
同发展。

崔波表示，住宁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来到海南考
察，充分感受到海南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行动迅
速、干劲十足。考察团一行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履行全国政协
委员职责，围绕考察主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建言献
策，为海南全力推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出力。同时也希望通过考察将海南在
对外开放、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带回宁
夏。海南宁夏两省区旅游资源特色明显，具有优势互
补性，有很多值得互相借鉴的地方，希望通过这次考察
促进两省区在推进全域旅游方面取长补短，强化合作。

副省长王路在座谈会上介绍了海南省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进
展及全域旅游情况。省政协副主席马勇霞，秘书长王
雄出席座谈会。

全国政协常委、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姚爱兴，全国政协常委、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张守志，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洪
洋、马秀珍出席座谈会。

11月3日至10日，考察团将深入海口、文昌、琼
海、陵水、三亚、三沙等地实地考察。

张学友海口演唱会
大热登场本报海口 11月 3日讯（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潘彤彤 张璐）11
月3日上午，我国首座跨越地震活
动断层的跨海桥梁——海南铺前
大桥主桥顺利合龙。据悉，铺前
大桥预计将于今年底明年初完工
通车，通车后将被正式命名为海
文大桥。

铺前大桥位于海南岛东北端东
寨港出海口处，是连接海口和文昌
两市的跨海大桥，大桥自文昌市铺
前镇，途经北港岛，止于海口市演丰
镇塔市，接海口市正在建设的江东
大道，总投资约30.1亿元。

大桥全长5.597公里，其中跨
海大桥长约3.959公里，主桥长460
米，塔高151.8米，全桥全线采用双
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造型
为“文”字形，寓意“文耀海天”。

铺前大桥是我省有史以来投资
规模最大、桥塔最高、跨度最长的独
塔双索面钢箱梁斜拉桥，也是国内
防震、抗风级别最高和唯一跨越地
震活动断层的跨海大桥。

铺前大桥作为我省重点交通
项目“一桥六路”中的“一桥”，是

“海澄文”一体化经济圈内的重要
交通控制性工程，也是海南自贸试
验区海口江东新区的东部门户。
大桥通车后，从文昌铺前到海口的
路程将由原来的1个半小时缩短
至20分钟。

（相关报道见A04/A05版）

挥写中国与世界交融发展新画卷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

中国深层次全方位开放纪实

谋划新格局
——把握发展大势，立足

强国目标，实行更加积极主动
的开放战略

铺展新画卷
——创新开放体制，释放

开放红利，建设面向世界的开
放大国

引领新潮流
——勇担自身责任，推动

全球治理，与世界各国携手共
创美好未来

(见A02版)

《海南省会展业创新创业人才认定
实施细则》明确

创新人才在会展企业技术
入股估值不低于150万元

琼桂粤海事部门
首次开展联合巡航执法

本报海口 11月 3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郑春玉）11月 3日，随着

“海巡21”轮缓缓驶离海口海事监管
基地码头，由琼桂粤海事部门共同开
展的琼州海峡、北部湾及环海南岛水
域跨辖区联合巡航执法活动正式拉开
序幕。

据了解，此次巡航执法活动是琼
桂粤海事部门首次联合开展的跨辖区
海上巡航执法行动。此次巡航执法活
动共有海口海事局、湛江海事局、北海
海事局、三沙海事局4个海事执法单
位的23名执法人员参加，巡航航程约
900海里，计划用时5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