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画好生态画、筑梦高精尖、培育新经济、壮大新动能……党的十九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因地
制宜和从实际出发，蹄疾步稳推进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新华社从即日起开设《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栏目，集中推出系列报道，充分反映各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和典
型经验，为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增添新动力。《两个“全国第一”的背后——北京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开栏之作。

开
栏
的
话

清明假期国内旅游
接待总人数1.12亿人次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记者胡浩）记者7日
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综合各地旅游部门、通讯
运营商、线上旅行服务商上报和提供的数据，经中
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综合测
算，2019年清明假日期间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
1.12 亿人次，同比增长 10.9%；实现旅游收入
478.9亿元，同比增长13.7%。

数据显示，今年清明假日期间，红色主题类景
区在线购票量同比增长55.2%。各地历史博物
馆、革命烈士纪念馆、抗战纪念馆等红色旅游景区
纷纷开展清明主题活动，许多游客前往红色景区，
缅怀革命先烈。

此外，以博物馆、文化遗产及小镇、宗教祈福、
民俗风情等为代表的民俗文化游受到欢迎。调查
显示，参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科技馆和历史
文化街区的受访者分别高达54.33%、32.36%、
38.24%、37.23%和4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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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9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演出时间：2019年4月13日、14日 20:00
演出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
票 价：甲等90元（政府补贴590元）乙等70元（政府补贴610元）

丙等50元（政府补贴630元）
售票热线：0898-65301811 售票时间：2019年4月7日至4月14日
售票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窗口（剧院左侧）

大型诗歌音乐舞蹈史诗
《诗韵中华 风雅海南》

——诗与远方，与您相约
主办单位：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海南广电文化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演出单位：北京美在其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各位股东：
我司将于2019年4月28日上午9:00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在

三亚市解放二路365号三亚农商银行总行九楼会议室召开2018
年度股东大会。本次会议的权益登记日为2019年4月8日，即
截止2019年4月8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本次会议将审议的议案有《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2018年度经营分析报告暨2019
年度工作计划》、《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暨2019年度财务预算

报告》、《2018年度审计工作报告》等。有关本次会议的股东出
席要求、议案详细文本、会议投票方式等会议材料已于2019年4
月8日上传至我行公共信息披露邮箱：hnb365@126.com 密码：
000529，股东也可联系我行工作人员获取。联系人：孙婧、刘霞
红；联系电话：0898-88233647。

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8日

关于召开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上四项规划已编制完成。《琼海市万泉镇总体规划修编
（2018—2030）》规划范围为万泉镇行政管辖范围，总面积161平
方公里；《琼海市万泉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规划范围东至沐
湟溪，南至万泉河岸退让250-300米处，西以现状镇区建设为界，
北到大雅村及北部山体，规划面积1.78平方公里，其中城镇建设
用地面积89.09公顷；《琼海市万泉镇新市墟片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规划范围东至新市派出所、南至鸭埇村、西至新市小学以西
100米、北至土结尾村，规划面积25.74公顷，其中建设用地面积
17.91公顷；《琼海市万泉镇东升片区场部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范
围东至基建队，南至东升居办公楼，西至胶厂，北到医院，规划面积
90.56公顷，其中建设用地面积49.5公顷。

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4月8日至5月22日）。
2、公示地点：海南省琼海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

qionghai.hainan.gov.cn）、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
3、公 示 意 见 反 馈 方 式 ：（1）电 子 邮 件 请 发 送 到

408448102@qq.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万泉镇人民政
府，地址：琼海市万泉镇文曲社区坡田苓街万泉镇人民政府；邮编：
571421。（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
见。为确保意见真实有效，便于我镇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
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62880305，联系人：王先生。

琼海市万泉镇人民政府
2019年4月3日

关于《琼海市万泉镇总体规划修编（2018—2030）》、《琼海市万泉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琼海市万泉镇新市墟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琼海市万泉镇东升片区场部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指导意见》精神，海南省委、省政府深入调研、统筹部署，设立海口
江东新区，并划定江东新区起步区作为江东新区建设的先行开发地
区。为科学、高效推进江东新区规划建设工作，根据《中国（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海口江东新区近期规划工作方案》及海口市委、海口
市政府工作部署，我委组织编制了《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和《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城市设计》，目前已形成阶段成
果。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

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9年4月8日至5月20日）。2、
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网站（http://ghw.haikou.gov.cn）。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
区 15 号楼南楼 3053 室海口市规划委员会总体规划处，邮编
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94，联系人：陈晨。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9年4月8日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公示启事 ▲琼海欣怡木业有限公司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各一本，证号:

460002774283083，声明作废。

▲海南德玛西亚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海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

码:4600182130，发 票 号 码:

01949231，金额:72556 元,特此

声明。

遗 失
典 当 ▲李龙不慎遗失位于海囗市和邦

路8号美舍假日公寓510房土地

分割证，证号:200712149 ，特此

声明。

▲东方新港非凡饮吧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70019010，声明作废。

▲ 经营者：谢春道遗失琼 C-

24530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69003600063445，声 明 作

废。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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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876833603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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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9203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8976200968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海口天采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601002014294，声明作废。

▲琼海嘉积腾胜水泥管厂遗失公

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白沙牙叉乔郦诗服装店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469030600064962,声明作废。

▲曾宪几遗失琼海消防支队嘉积

消防中队的消防员证，证件编号：

应急消字第21513112号，特此声

明。

4月6日，游客在浙江南浔古镇游览。新华社发

美开发出可穿戴的
癌细胞血检设备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6日电 美国研究人员
在新一期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发表报告说，他
们开发出一种可穿戴设备原型机，可连续收集患
者血液中活体癌细胞，提高癌症诊断和治疗效率。

肿瘤每分钟可向血液释放超过1000个癌细
胞，但一次抽血检查出的癌细胞不会超过10个，
因此即便晚期癌症患者也可能难以通过传统的抽
血法检测出来。

美国密歇根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新开发的
小型设备能够戴在手腕上，通过连接手臂上的静
脉血管，可连续几个小时直接从血管中“抓取”癌
细胞。研究人员预计这种设备可在未来3到5年
内开始临床试验。

木里森林火灾现场
发生复燃

据新华社成都4月7日电（记者吴光于、江
毅）记者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获悉，木
里森林火灾火场的东北面处发生复燃，目前350
余名扑火人员已到达火场，440名周边乡镇扑火
人员及凉山森林消防也已紧急出动人员赶赴现
场支援。目前估测过火面积约5到10公顷，火
场风力3级左右。

据悉，火场东北面火烧迹地内悬崖处前日人
工增雨降温，烟点被覆盖隐蔽，4月6日17时许，
受大风影响出现复燃，燃烧腐烂木桩滚落至崖
下，引燃迹地内未燃尽树木，形成树冠火。受大
风影响，有飞火被吹到火场外东面林地，引起该
片林地燃烧。

7日5时，按照预订方案，扑火队员对火场进
行合围，砍隔离带、扑打明火，应急管理部南方航
空护林总站西昌站派出3架直升机，飞赴火场进
行侦查及吊桶灭火作业。同时，已紧急从周边乡
镇调集440名扑火队员赶赴火场支援。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E9区创新工
场，一个由360多个奶制品生产构件
组成的“火车头”造型十分引人注目，
寓意“创新发展驶向美好未来”。

E9区创新工场的前身是双桥乳
品厂，2015年腾退改造后变身创意经
济集聚区，聚焦人工智能和数字创意
产业。

放眼整个北京，创新发展正成为驱
动这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巨大动力。

北京中关村，人工智能企业旷视
科技的产品展区，被赋予人脸识别等
功能的手机、摄像头、机器人设备令人
目不暇接。

“让‘机器看懂世界’，我们的人脸
识别技术、图像识别技术、智能视频云
产品等已广泛应用于金融、手机、安
防、物流、零售等领域。”旷视科技副总
裁谢亿楠说。

地区生产总值6400多亿元，信息

服务业、科研服务业占全区经济总量
超过40%，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数
突破1万家……

创新能级更高，创新根基更稳，创
新活力更强，作为中关村的发源地，北
京市海淀区走出了一条以创新为引
领、带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近年来，北京深入实施新一代信
息技术等10个高精尖产业发展指导
意见，制定5G、人工智能、医药健康等
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和方案，努力形成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医药健康产业创新
发展的双动能。

数据显示，2018年，北京十大高
精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32548亿元，
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33.2%，
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9%。

在将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创新
产业优势的同时，近年来北京正努力

建设以“三城一区”为主平台的全国
科技创新中心，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夯
实基础。

——在中关村科学城，全球健康
药物研发中心加快建设，碳基集成电
路研究院、腾盛博药等重大项目落地
持续推进；

——在怀柔科学城，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建设全面展开，综合极端条
件实验装置、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
建设顺利推进；

——在未来科学城，陈清泉院士
科创中心、小米智慧产业基地等入
驻，央企与高校院所组建5个协同创
新平台；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一
批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在集成电路、生
物医药等领域搭建，创新型产业集群
增势良好……

高质量发展的前行道路上，北京

还面临不少挑战。
“与发达国家和先进城市相比，北

京依然存在不少差距。创新投入较
高，但创新产出效率低，基础创新和原
始创新差距大；全球城市生活质量排
行榜，在450个城市中北京排在119
位。”赵莉提醒。

减量发展、提质增效，永远在路
上。

近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将出台推
动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推出含有6
个方面35项具体指标的高质量发展
指标体系。

经济发展高质量、城市治理高水
平、生态治理高标准、百姓生活高品质
……人们坚信，不久的将来，一个更加
富有生机和活力的首都北京，必将呈
现在世人面前。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记者李
斌 孔祥鑫 王优玲 张超）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两个“全国第一”的背后
——北京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之路

2018 年，首都
北京交出一张靓丽
成绩单：人均GDP
达2.13万美元，全员
劳动生产率达24万
元/人左右，创下两个
“全国第一”。

一系列数据，是
北京近年来积极探
索高质量发展的有
效注脚。

“推动北京高质
量发展，要抓住五个
关键：立足首都城市
战略定位，减量发展
是特征，绿色发展是
基础，创新发展是唯
一出路，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是根本落
脚点”——

正如北京市负
责人提出的那样，面
对“建设一个什么样
的首都，怎样建设首
都”这一重大课题，
北京这座千年古城
要坚定不移走减量
发展、绿色发展、创
新发展之路。

花红柳绿，春光明媚。
北京市西城区菜市口西北角，是

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的广阳谷城市森
林公园：2017年9月，这片“黄金宝地”
在政府斥巨资拆违、腾退后没有变成
写字楼，而是被建成了森林公园……

广阳谷，是过去几年北京腾退土
地、留白增绿的一个缩影。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
明确首都“四个中心”新的城市战略定
位，确立了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
之都的战略目标。

疏解，就是“北京版”的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严把 新增产业准入关 。

2014年，北京制定新增产业禁止和限
制目录，并两次“从严从紧”修订。截
至2018年底，全市不予办理新设立或
变更登记业务累计达到2.1万件。

——盘活低效闲置资源。两年
来，北京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1307
家，疏解提升市场和物流中心500个，
为引入高端要素腾出了宝贵空间。

2017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复《北
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 - 2035
年）》，明确提出“减量发展”概念，确定
了人口总量上限、生态控制线、城市开
发边界三条红线。

减重、减负、减量，北京产业结构
发生深刻变革：和 2013 年比，2018

年，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新设市
场主体占比从25.1%上升到50.5%；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孕育成长，金
融、科技、信息等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
过60%……

2018年，北京再次实现“三个减
量”：人口减少16.5万，城乡建设用地
减量约34平方公里，建设面积减少
1200多万平方米。

建设用地少了，生态绿地多了，经
济发展效益高了。

2018年，北京市GDP超过3万亿
元，增长6.6%；新经济增加值突破1
万亿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
81%；全员劳动生产率达24万元/人

左右，居全国第一。
在西城区，往昔的动物园批发市

场转身为金融科技与专业服务创新示
范区。转型前，这里约40万平方米的
建筑容纳了9万多名从业人员，每年
贡献税收仅5000万元左右；转型后，
仅目前投入使用的1万平方米建筑贡
献税收就已超过5000万元，从业人员
仅500人左右。

“何谓高质量？在宏观层面，主要
指国民经济整体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核心是具有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北
京市委党校教授赵莉说，北京建设首
善之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理应率
先示范。

户均种植板栗近15亩，特色旅游
每年吸引5万余游客，为村里带来综
合收入约240万元……

近年来，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
沟村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变成

“北京最美乡村”。“北沟村走上了富裕
路，靠的就是绿色发展。”北沟村党支
部书记王全深有感触地说。

2018年11月，北京发布《关于推
动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
实施意见》。怀柔、门头沟、平谷、密
云、延庆等占北京面积68%的区域，
构建起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的“家底”。

5个方面16项政策措施，为生态
涵养区这一北京“后花园”描绘了美好
蓝图——建成展现北京美丽自然山水
和历史文化的典范区、生态文明建设
的引领区、宜居宜业宜游的绿色发展
示范区。

绿色发展，离不开优美的生态环
境。

北京从1998年开始大规模治理
大气，特别是通过实施2013-2017年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5年间年燃煤总量
从2270万吨减至600万吨以内，淘汰
老旧机动车216.7万辆，清理整治“散

乱污”企业1.1万家，2018年细颗粒物
年均浓度下降到51微克/立方米。

近年来，北京全面推行河长制，开
展“清河行动”和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
行动，联合推进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
态修复，污水处理率提高到93%。凉
水河、萧太后河、北运河……一条条骨
干河流告别黑臭，一座座滨河公园给
人以便利和享受。

留白增绿，见缝插绿。2018年北
京新增造林26.9万亩，全市森林覆盖
率由2012年的38.6%提高到2018年
的43.5%，城市生态空间大幅度增加。

从集聚资源求增长到疏解功能谋
发展，再到大力推动绿色集约发展，北
京发展效率进一步提高。数据显示，
2018年，北京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
耗为0.254吨标准煤，同比下降3.8%；
水耗为12.9立方米，同比下降7.1%；
能源利用效率居全国首位。

“北京正通过把不符合首都定位
的制造业就地淘汰，推动传统产业撤
并转型升级，鼓励企业通过节能减排、
清洁生产等方式，坚定不移地走绿色
发展之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赵弘说。

减量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

绿色发展：能源利用效率位居全国首位

创新发展：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巨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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