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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6月
16日晚上，在结束对吉尔吉斯共和
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国事访问并出
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亚洲相互协作与信
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峰会后，国家主席
习近平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
外交部部长王毅，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
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当地时间16日上午，习近平离
开杜尚别启程回国。离开时，塔吉克
斯坦总统拉赫蒙到机场送行。两国
元首亲切话别。

习近平感谢拉赫蒙总统和塔方
的热情周到接待，祝贺塔方成功举办
亚信峰会。 下转A02版▶

习近平结束出访回到北京

本报博鳌6月16日电（记者况
昌勋）6月16日，省长沈晓明率队赴
琼海市博鳌镇调研，并主持召开博
鳌亚洲论坛2020年年会筹备工作
现场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博鳌地区规划建设的
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博鳌亚洲
论坛软硬件提升建设。

沈晓明先后前往东屿岛、金海
岸温泉大酒店、滨海旅游公路博鳌
段、博鳌机场等地，就新建国际会议
中心、酒店、论坛公园、免税店选址，
接待住房改造提升，滨海旅游公路

和博鳌机场国际口岸建设等进行了
实地调研。他要求，博鳌小镇建设
要保持和体现田园风光特色，严格
控制开发建设。建设中充分利用现
有建筑空间，做好包装设计，不搞大
拆大建。

沈晓明主持召开博鳌亚洲论坛
2020年年会筹备工作现场会，听取
了论坛年会服务保障和基础设施建
设进展情况汇报。他指出，明年是
博鳌亚洲论坛成立的第二十个年
头。随着论坛影响力越来越大、国
内外对海南关注度越来越高，提升

博鳌亚洲论坛软硬件水平迫在眉
睫，要加强与有关单位的沟通协调，
高度重视、全力推进这项工作。

沈晓明要求，要在确保质量的
前提下，加快推进新建国际会议中
心、酒店、论坛公园的规划建设，科
学论证确定选址、风格、功能、面积、
容纳人数等要求；充分利用好地下
空间，规划建设好免税店、展览场地
等。要加快博鳌机场开放基础设施
建设，加大口岸基础设施规划建设
力度，为海关、边检等口岸机关入驻
创造条件。要加强接待宾馆酒店改

造提升工作，提升外国政要团接待
能力。要加快建设滨海旅游公路博
鳌段，力求明年年会前投入使用，成
为论坛的一个亮点。要高质量有品
质建设博鳌地区美丽乡村，逐步打
造美丽乡村集群。加强博鳌地区风
貌建设，推进电缆入地、公路景观美
化、建筑外立面装饰等工作。要加
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5G应用为
重点，推进无人驾驶等应用场景示
范项目建设。要高水平办好博鳌亚
洲论坛成就展活动。

毛超峰、倪强参加调研。

沈晓明在琼海博鳌调研时要求

加快推进博鳌亚洲论坛软硬件提升工作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 曹柳

东岸潮起，清晨的阳光照耀下的
海口市江东新区一马平川、绿意盎
然。15公里长的江东大道，犹如矫
健长龙飞跃而起，海文大桥宛如龙头
高昂，俯视着南渡江奔流入海……

“未来的江东新区，将是‘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试验区的创新区、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的展示区、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的体验区、国家重大战略服务
保障区的示范区’。”6月5日，在万达
塔旁边的江东新区展示中心内，23
岁的讲解员张懿站在一张巨大的沙
盘前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着，语气中
带着自豪。

不负重任，唯有策马扬鞭奋蹄
行。如今，文明东越江通道项目工地
上，一辆辆满载着泥沙卡车来回奔
跑；海口哈罗公学内桩机林立，阵阵

打桩声不时传来，整个江东新区一派
繁忙景象；美兰机场二期新航站楼渐
渐露出“真容”，不远处的飞行区跑道
也已铺就……

重托在肩 奋蹄前行

2018年4月13日，党中央决定
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一声春雷，让海
南这片生态之岛沐浴在春雨滋润之
中。一个多月后，6月3日，海南省
委、省政府在海口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规划建设海口江东新区，并启动

概念规划方案国际招标。
江东新区，扬鞭起步。
唯有奋力前行才不辜负期望。

在江东新区展示中心的一堵墙上，江
东新区设立一年以来的大事均被一
一记载，几乎每隔十天半个月，江东
新区就有一个“大动作”。

同年8月14日，中国（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海南江东新区规划建设
规划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举行，决定江
东新区起步区选址北部滨海区域；紧
接着，9月28日，海口江东新区概念
规划方案国际招标设计方案评审会
在海口召开，13位中外知名专家成立
评审委员会，在10个投标方案中评选

出1个优秀方案、两个优良方案……

蓝图已绘 只待筑就

江东新区展示中心巨大的LED
屏上，满是绿色的元素，下方的沙盘
上，一栋栋规划建筑拔地而起。尽管
只过去了一年，如今江东新区的概念
性规划、起步区规划等各类规划基本
出炉，只待一一筑就。

海口市委深改办（自贸办）常务
副主任、海口市江东办副主任杨善华
介绍，江东新区总规划用地面积约
298平方公里，分为东部生态功能区
和西部产城融合区。 下转A02版▶

一年多来，各类规划相继出炉，重大项目加紧建设，产业发展开局良好……

海口江东新区：策马扬鞭奋蹄行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塔吉
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和亚信杜尚别峰会

青山着意化为桥

（见A05版）

《求是》杂志刊发署名文章

认清本质
洞明大势 斗争到底
——中美经贸摩擦需要澄清的若干问题

（见A08、A09版）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免税“购购购”
快乐“买买买”

2018年

1717.08

6月16日，海口市国兴大道日
月广场免税店内，各类商品琳琅满
目，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海
南正在实施的更加开放便利的离
岛免税购物政策，对消费者产生了
巨大吸引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海南的
消费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老百
姓“钱袋子”越来越鼓，消费升级
动力强劲。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本报记者 李磊

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动员大会召开以来，省委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省委自由贸易
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紧扣主题教育总要求和目标任
务，联系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实
际，制定了主题教育工作方案，高质
量严要求开展好主题教育。

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深改办

（自贸办）常务副主任、机关党委书
记孙大海6月15日接受海南日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在主题教育中，
省委深改办（自贸办）将结合中心
工作，以主题教育为契机，进一步
聚焦“统筹协调、推进落实”的工作
定位，聚焦“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
验区，探索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的工作目标，指导、推动各
市县各部门不断加大制度创新这
项核心工作的力度，力争每月发布

一批高质量的制度创新案例。

高质量开展好主题教育

孙大海介绍，6月3日晚上，省
委深改办（自贸办）利用下班时间召
开全体干部大会，传达学习了中央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
作会议精神和省委“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动员大会精神，及时
对省委深改办（自贸办）高质量开展
好主题教育进行谋划。

省委深改办（自贸办）紧扣本次
主题教育总要求和目标任务，联系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实际，制定
了主题教育工作方案。方案中明确
要求立足工作职责，重点围绕优化
营商环境，推动人员、货物、资金、信
息跨境流动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开展调研，摸清差距，落实整改。

两周的时间内，省委深改办（自
贸办）举办了2次党员干部大会、2
次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集中读书班、1
次专题学习会、1期主题辅导讲座，
还组织全办党员干部赴中共琼崖第
一次代表大会旧址、母瑞山革命根
据地纪念园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现场
体验教学活动。 下转A02版▶

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深改办（自贸办）常务副主任、机关党委书记孙大海：

以主题教育为契机推动自贸区制度创新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书记谈

儋州今年将投资
10亿元建设智能电网

本报讯（记者周月光 通讯员马胜
杰）为促进儋州与洋浦融合发展，儋州
市供电局计划今年投资10亿元，建设
以儋州为中心的西部智能电网。这是
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儋州市供电局了
解到的。

据悉，今年第一季度，儋州发展呈
加速态势，但与经济快速发展不相适
应的是，儋州地区电网基础薄弱，特别
是电网智能化建设滞后。随着儋州与
洋浦重点项目纷纷落地，预计未来3
年儋州与洋浦地区用电负荷将面临较
大幅度增长。

为促进儋州、洋浦融合发展，儋州
供电局计划未来在儋州辖区内（儋州
与洋浦）投资17.75亿元，实施699个
电网建设项目。其中，今年计划完成
投资10亿元，重点建设儋州云月110
千伏变电站、东成110千伏变电站以
及洋浦热电220千伏输电线路等多个
大型工程，解决儋州辖区内线路老旧、
负载过重等问题，提高电网自动化水
平和防灾能力，保障电网供电稳定能
力和城乡居民用电可靠性。

在加快硬件建设同时，儋州供电
局还成立“客户经理+专业工程师”服
务团队，瞄准提高用电业务办理效率、
缩减企业办电时间、节约办电成本、大
客户电力设施代建代维代管、综合能
源服务等方面精准发力，助力儋州、洋
浦两地大企业减负前行。

248项活动
搅热海南暑期旅游消费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谢琛）
192项精彩的文化会展赛事、33条十大主题的精品线
路、33个国内国际重点城市的同步推广……将于月底
启动的海南暑期旅游推广和消费活动，6月15日发布
后受到市场广泛关注，提前搅热今年暑期旅游消费热
潮，也引发更多人对正在建设中的海南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的关注。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
号文件关于拓展旅游消费发展空间精神，全力推进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专门部
署扩大旅游消费，加大旅游宣传推广促销的工作。在
今年暑期旅游推广和消费活动中，不但在岛内推出
192项丰富的文化节庆会展和体育赛事活动，还针对
暑期特点推出33条精品旅游线路。同时，在国内国际
33个重点城市一同启动宣传推广，并邀请国内国际旅
行商、旅游媒体共同讲述海南故事。

省旅文厅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不但是加大暑期
旅游推广、拉动旅游消费的一次具体行动，更是在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建设背景下，探索消费升级新路，推动海
南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迈进的有益
尝试。活动整合了全省各地文体娱乐、会展活动、主题
旅游、体育赛事等多方面资源，力求向国内外游客呈现
一个更为丰富、多元和精彩的海南岛。

我省发布水产养殖
尾水排放地方标准

本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陈诗帆）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近日批准发布《水产养殖尾水排放要求》（以下
简称《排放要求》）地方标准，该地方标准于6月开始
实施。

《排放要求》明确了水产养殖尾水排放前的处理要
求、淡水养殖尾水排放分级要求、海水养殖尾水排放分
级要求、尾水标准值、测定方法等内容，以更好地保护
生态环境。

海水养殖污染主要来源于清塘排水。《排放要求》提
出，水产养殖尾水通过沉淀、过滤、净化等方法处理后（处
理方法不得新增污染物），达到该标准规定的排放限值后
方可排放；在养殖池和沉淀池的清淤方面，养殖池和沉淀
池应定期排干、曝晒、消毒，晒干的底泥外运安全处置，禁
止外排。此外，该标准对水产养殖活动中产生的其他固
体废物（包括死亡的养殖动物、残饵、排泄物等），提出应
妥善处置、严禁随养殖尾水一起排放的要求。

在尾水标准值方面，该标准提出的淡水水产养殖
尾水悬浮物指标的标准限值严于农业农村部相应的标
准限值；海水养殖尾水悬浮物指标的一级标准限值严
于农业农村部的一级标准限值，二级标准限值严于农
业农村部的二级标准限值。

导读

B01—B16

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数据来源/省统计局 制图/张昕)

1989年

37.64
2002年

204.4

2012年

852.34

（单位：亿元）

琼岛多市县未来3天
高温+雷阵雨

本报海口6月16日讯（记者叶媛
媛）海南日报记者6月16日从海南省气
象部门获悉，未来3天海南仍将保持较
高气温，多市县最高气温在33℃以上，
午后有雷阵雨天气。未来4至7天，全
岛晴间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气温较高。

预计17日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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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市县有
雷阵雨，请市民出行提前备好雨具

多云，午后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25℃-27℃
最高气温35℃-37℃

多云，午后局地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25℃-27℃
最高气温33℃-35℃

多云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25℃-27℃
最高气温33℃-35℃

多云，午后局地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27℃-29℃
最高气温35℃-37℃

多云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25℃-27℃
最高气温3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