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开工项目数量大幅增加，完成投资降幅明显收窄
10月份全省新开工项目数量和投资额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86.7%、82.5%

■ 民生项目加快推进，社会领域投资稳中有升
1月至10月，全省社会领域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 10.6%，

增速较1月至9月提高 7.5个百分点

10月份 ■ 投资同比、环比均保持两位数较快增长
全省投资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12.7%

较9月份环比增长 13.2%

制图/王堂堂

“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
确保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确保各项改革政策全面落实

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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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为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按照党的十九大
决策部署，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
期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近
期至2022年，中期至2035年，远期展
望至2050年，是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性、综合性、
指导性文件。

《规划》指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
发展的重要趋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
体现，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
基本国情。人口老龄化对经济运行全

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
面乃至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都具有深远影响，挑战与机遇并存。

《规划》强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必要保障，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
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要按照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构建管长远的制度框
架，制定见实效的重大政策，坚持积极
应对、共建共享、量力适度、创新开放
的基本原则，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应对

人口老龄化道路。
《规划》明确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战略目标，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的制度基础持续巩固，财富储备日益充
沛，人力资本不断提升，科技支撑更加
有力，产品和服务丰富优质，社会环境
宜居友好，经济社会发展始终与人口
老龄化进程相适应，顺利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到2022年，我国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框架初步建立；
到2035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
度安排更加科学有效； 下转A03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

本报屯城11月21日电（记者刘操）11月20日，
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赴屯昌县，通过实地走访、
召开座谈会的方式，围绕河长制工作落实、大力发展新
兴文化产业，促进传统文化消费升级、乡村振兴等主题
开展综合调研。

在南渡江西昌镇永忠居民小组河段，毛万春认真
察看了河道治理和生态保护情况，听取屯昌落实河
长制、流域治理情况汇报。毛万春指出，屯昌要进一
步提高认识，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切实按照
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推进生态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要通过公开公示、有奖举报、接信接
访等方式，敞开渠道，形成群众监督的“天罗地网”；要
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排查，将南渡江水环境存在问题
真正了解到位；要建立健全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奖
惩分明，让南渡江成为海南人民的放心河，生态环保
的示范河。

调研组一行还先后前往屯昌县美食文化街、屯昌县
油画街、新兴镇坡陈村等地，与基层干部群众亲切交谈，
了解屯昌文化产业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情况。

调研组在屯昌召开座谈会，毛万春强调，在海南自
贸试验区、自贸港建设中，屯昌要坚持目标导向，对标
一流标准，抢抓机遇，全面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实现大
发展；要把每个基层党组织真正建成坚强战斗堡垒，以
党建工作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要积极总结推广各地
推进农村“三变”改革的经验做法，坚持龙头企业、产业
大户、合作社带动，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让村民成为股
东和产业工人，实现效益提升。毛万春还对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进行了宣讲。

毛万春率队赴屯昌调研时强调
坚持目标导向
抢抓机遇实现大发展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
陈雪怡 通讯员张春梅）今年1月至
10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降幅进一
步收窄，全省投资继续保持稳步回
升态势。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1月
21日从省统计局了解到的。

前10个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
运行情况呈现以下特点：

10月当月投资同比、环比均保持
两位数较快增长。继9月当月全省

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22.4%后，10
月份，全省投资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12.7%，较9月份环比增长13.2%，当
月投资规模呈现持续扩大态势。其
中，10月非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36.7%，继续保持两位数较快增长。

新开工项目数量大幅增加，完
成投资降幅明显收窄。1月至10
月，全省新开工项目1136个，较去
年同期增加386个，增长51.5%，其

中，非房地产新开工项目数量同比
增长65%。从投资进度来看，新开
工项目本年完成投资同比下降
1.2%，降幅较1月至9月收窄10.2个
百分点，其中，非房地产新开工项目
投资额同比增长43.3%。10月当月，
全省新开工项目数量和投资额分别
较去年同期增长86.7%、82.5%。

民生项目加快推进，社会领域
投资稳中有升。随着全省教育、卫

生、社会保障、文体事业持续快速推
进，1月至10月，全省社会领域投
资较去年同期增长10.6%，增速较1
月至9月提高7.5个百分点。其中，
教育投资同比增长27.6%；卫生、社
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投资同比增长
2.6%，增速较1月至9月提高8.4个
百分点；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同
比增长3.9%，增速较1月至9月提
高13.5个百分点。

前10月我省新开工项目加快推进

全省投资继续保持稳步回升态势

图读海南项目建设澎湃势头

去年11月以来，我省先后举行七批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目集中开工和签约，累计集中开工项目793个、总投资4352
亿元；累计签约项目393个。一年以来，我省精准发力，千方百计谋划项目、生成项目、储备项目、推进项目，海南日报记者通过图
片、图表、数据等多种形式，为您全景式呈现我省项目建设盛况。敬请关注。

项目建设加快 招商引资提质 经济形势向好 产业结构升级 营商环境优化 民生持续改善

详见A02/15版▶

图为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港小铲滩码头。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郝少波 摄

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 （记者王玉洁）11月 22
日，作为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的重要活动，2019年（第
二十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盛大启幕，包括开幕式
在内的17项主要活动将一直持续至12月31日。欢
乐节设海口主会场和三亚、儋州、琼海、万宁、陵水5个
分会场，陆续推出节庆会展、文艺演艺等200余项丰富
多彩的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欢乐节群众基础广泛、规格
高、规模大、活动丰富，不仅重点突出文化内涵及艺术
特色，致力于深挖展会、赛事活动潜力，拉动旅游消费，
还积极为活动融入国际元素，不断提升品牌形象，增加
节日氛围。

本届欢乐节由文化和旅游部、海南省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以“宣传旅游新业态、营销旅游新产品、推出旅
游新线路、创造旅游新效应”为核心，以“提高旅文结合
度、提高国际化水平、提高民众参与度、提高市场影响
力”为目标。 （相关内容见A08/09版）

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
今天盛大启幕
200多项活动狂欢至年底

本报海口 11月 21 日讯 （记
者计思佳 陈蔚林）海南日报记
者11月 21日从海口哈罗学校项
目代建方、仁恒置地（海南）有限
公司获悉，目前，海口哈罗学校
的教学楼主体结构均已封顶，学
校的宿舍、教室、幼儿园活动单
元的样板间在本周完成了首次
验收，正根据哈罗校方要求进行
优化。学校计划于 2020 年 9 月
开学。

据了解，海口哈罗学校项目
位于海口兴洋大道以东，江东大
道北侧，计划招生规模为 1824
人，总用地面积为 145 亩。学校
建成后涵盖幼儿园、小学、初中及
高中阶段全日制及寄宿制的学
校，学位数量1800个。学校建设
包含教学楼（小学、初中、高中）、
宿舍楼、幼儿园、综合楼（含地下
室）、游泳馆等。

目前，海口哈罗学校正在抓
紧建设中。学校已经启动教师
招聘工作。学校师资来源主要
包括从英国招聘的在职成熟教
师；从稳定的师资基地培养教
师；通过哈罗学校系统中抽调骨
干教师等。

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口哈罗学校项目是在海口江东
新区建设的一所高品质国际化学
校。作为首家落户海南的国际知
名教育品牌，哈罗学校将为海南
的人才引进、吸引优质项目的进
驻，以及提升海南教育的国际化
水平提供有力支持。

（相关报道见A05版）

海口哈罗学校教学楼
主体结构已封顶
预计明年9月正式开学

本报三亚11月21日电（记者李艳玫）日前，据国
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和有关部委数据，中国城市报
社、人民日报文化传媒等单位按照《品牌评价城市》国
家标准，对全国地级市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出城市品
牌综合影响力指数，拟发布前100名名单，目前该份榜
单正在公示，三亚市位居第十八位。

据了解，2019中国百强品牌城市榜单是以绿色发
展为主要评价指数，榜单旨在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知名
度的地级市、县级市，积极推动成立中国文旅品牌集
群，培育历史文化景区和自然生态景区区域品牌。

近年来，三亚积极创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试点先
行区，争创国家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市，探索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新路径，并获评全国生态示范区、国家级海
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美丽山水城市等称号。

三亚入选中国百强
品牌城市公示榜单

琼崖热土，大潮涌动。近一年
来，海南大力推进项目建设，先后举
行七批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项
目集中开工和签约，累计集中开工
项目793个、总投资4352亿元，累计
签约项目 393 个。多批次、大规模

的项目建设，拉动了投资，壮大了产
业，优化了环境，凝聚了人气，为高
标准高质量建设海南自贸试验区、
自贸港奠定了坚实基础。

金色收获，无不来自于辛勤汗
水浇灌。海南项目建设能收获累累
硕果，靠的是真抓实干。无论是省
领导高度重视、亲力亲为，还是各级
各部门狠抓落实、跟踪服务，或者是
项目业主及建设单位群策群力、合
力推进，都让人们看到了“干”的责

任和担当，看到了“干”的激情和力
量，看到了“干”的威力和效果！

干事创业，从来是干字第一。
邓小平同志说过：“不干，半点马克思
主义也没有。”建设海南自贸试验区、自
贸港，最需要的就是实干精神，就是
真抓实干的猛劲和狠劲。据报道，有
一些项目是在我们极力争取下才终于
落地海南。这充分说明，一分辛勤就
有一分收获，一分实干就有一分成
效。只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

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狠劲，人人争先
干，人人抢先干，事业就没有干不成的。

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
梦想成真。自贸港是干出来的，而
不是画出来、谈出来的。海南需要
的，是实干家、实践者，而不是评论
家、观察员。在海南发展的洪流中，
没有旁观者，没有局外人，人人都应
是主角。让我们人人争当实干家、
实践者，齐心协力推动海南自贸试
验区、自贸港建设再上新台阶。

“干”的担当“干”的激情“干”的硕果
■ 吴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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