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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12月
16日出版的第2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推动形成优势
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文章强调，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
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落实主
体功能区战略，完善空间治理，形成优
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文章指出，要正确认识当前区域
经济发展新形势。经济发展的空间结
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
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
间形式。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谋划

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
文章指出，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总的思路是：按照客观经济规
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
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
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
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增强中
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
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
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
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
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文章强调，要从多方面健全区域协
调发展新机制，抓紧实施促进区域协调

发展的有关政策措施，形成全国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尽快实
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改革土地管理制
度，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全面建立生
态补偿制度，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文章指出，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
十分重要，要有新的战略性举措，推动
东北地区实现全面振兴。要有效整合
资源，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形成新的均
衡发展的产业结构，加快国有企业改
革，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加快转变政
府职能，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加强对
领导干部的正向激励，树立鲜明用人
导向，推动东北全方位振兴。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为落实中美双方近日
关于经贸问题的磋商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出口关税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国务
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计划于12月15日12时
01分起加征关税的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暂不
征收10%、5%关税，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继
续暂停加征关税。除上述措施外，其他对美加征关税
措施继续按规定执行，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继
续开展。

中方希望，与美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
同努力，妥善解决彼此核心关切，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稳
定发展。 （相关报道见A11版）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
暂不实施对原产于美国的
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

12月15日上午，省委书记刘赐贵来到2019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现场，参观“一带一路”展
馆、市县馆、农垦馆等，与参展商和群众交流。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 （记者
彭青林）12月 15日上午，省委书记
刘赐贵来到2019年中国（海南）国际
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现场，参观

“一带一路”展馆、市县馆、农垦馆等，
与参展商和群众交流，要求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中
央12号文件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不断提升冬交会的参与度、签约
履约率和市场化水平，增强客商和观
众的满意度、获得感，把冬交会办得
越来越好，更好地助力海南乡村振
兴，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冬季农产品
展示交易和农业国际交流合作的重
要平台。

周末的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人头
攒动，一派火热的场景。今年冬交
会吸引了 2700 多家企业、5300 多
名客商参展，开展4天累计吸引观
众超50万人次，目前已签约订单近
600亿元。其中，“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地区展区汇聚了32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千家企业。刘赐贵一行首
先来到这里，与来自蒙古、亚美尼
亚、老挝、泰国等地的参展商深入交
流。刘赐贵表示海南将充分发挥
冬交会品牌展会作用，为更多境外
企业参展提供便利，推动海南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
贸合作。

今年冬交会专门设立了农业产

业扶贫展销馆，来自贫困地区的农产
品销售订单已超过21.6亿元，其中五
指山、白沙、临高、琼中、保亭等市县
的展馆面积和参展农产品数量都为
历年之最。刘赐贵特意来到这里，与
各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共同探讨
如何通过发展特色产业脱贫，叮嘱大
家一定要充分发挥海南良好生态和
热带农业资源优势，彰显特色、提升
品质，把品牌做起来，让人买了还想
买。他强调，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收官之年，要借助冬交会平台，
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式，帮助贫困地
区把产品卖出去、卖得更好，带动农
民增收致富，进一步巩固提升脱贫攻
坚成效。

刘赐贵还参观了部分市县、农垦
的农业品牌展区。他指出，海南国际
会展中心二期项目将于明年建成运
营，展馆面积大为增加。冬交会要
抓住契机，认真总结、提前谋划，在
更高起点上把冬交会越办越好。要
提升企业参与度、群众参与度和国
际化程度，吸引更多国内国际特别
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参
展企业。要持续提升签约履约率，
稳定海南种养户和农业企业预期，
增强发展信心，通过冬交会把海南
乃至全国、全球优质农产品销售出
去，发挥自贸港品牌展会平台的作
用，为海南乡村振兴开辟渠道、扩大

视野。要提升展会的市场化水平，
发挥财政资金的“四两拨千斤”作

用，带动更多客商从冬交会上获得
实实在在的效益。

省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副省
长刘平治参加活动。

刘赐贵在冬交会巡馆时提出

不断提升参与度履约率和市场化水平
打造海南自贸港农产品交易合作平台

本报椰林12月15日电（记者
丁平 特约记者陈思国）海南日报
记者12月15日从陵水互联网创业
园了解到，截至目前，该园已完成
入园注册企业230家（较 2018年
增加45家），注册资本逾7亿元。

陵水互联网创业园可谓陵水互

联网产业规模迅速壮大的一个缩
影。日前公布的海南省互联网入库
企业产值报表显示，陵水黎族自治
县入海南省互联网平台数据库企业
今年前10个月营业收入10.76亿
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81亿元，同
比增长35.35%。

从行业分类看，软件产品营收、
信息技术服务营收增幅明显。以10
月份为例，软件产品营收1289.84万
元、信息技术服务营收6675.6万元，
同比均大幅增长。

据了解，今年以来陵水共有11
家互联网企业通过核准，新增进入

海南省互联网平台数据库。目前，
陵水共有58家企业核准入海南互
联网平台数据库，陵水互联网产业
发展已步入快车道。

陵水科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局以产业人才引进和创新创
业活动举办为抓手，下转A02版▶

58家企业核准入海南互联网平台数据库，互联网产业迅速壮大

前10月陵水互联网入库企业营收10.76亿元
本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梁

杏）12月13日，2019“创客中国”国
际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全球知
商（海口）科创项目对接会在海口国
家高新区举办，海口国家高新区孵
化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与3个国际
项目现场签约，海口当地企业签约
5个国际项目。

本次活动汇聚了全球各地的知
名企业家、投资人和创新创业者等
多方力量，助推众多全球顶级科技
项目落地，旨在更好地推动高新区
招商引资工作，交流展示国际创客
的创新理念和经验成果。

据介绍，2019“创客中国”
国际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于
6 月 26 日启动，并先后举办英
国、澳大利亚、韩国等 9 个境外
分赛场。

同时，高新区在大会上进行
招商推介，向参会企业介绍高新
区的概况、产业政策、营商环境
等方面情况，诚挚邀请企业家带
领好的项目前来高新区投资兴
业。此外，会上还发布了 2019

“创客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创新
创业大赛全球 10 强项目名单并
现场颁奖。

全球知商（海口）科创项目
对接会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举办

8个国际项目
现场签约

近日，在位于东方市工业园区
内的海南华盛26万吨/年非光气法
聚碳酸酯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热火
朝天的忙碌景象。

据介绍，该项目业主单位和施
工单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全
面提速项目建设。目前，主要进口
设备全部到场，道路、地下管网和地
下的土建工程已基本完成。截至目
前，已累计完成投资12亿元，完成
总工程量的35%。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王鸿 摄

（相关报道见A06版）

东方华盛PC项目
建设提速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孙慧）海南日报记
者12月15日从省林业局获悉，《海南省花卉苗木产业
发展规划（2019—2035）》（以下简称《规划》）近日出
台，提出我省争取用3年-5年时间，选育出一批特色
与优势明显、具有市场开发潜力或能引导市场需求的
自主知识产权花卉新品种。

《规划》提出，要建成一批花卉基地、产业园、产业
小镇、主题公园、交易市场等，最终形成特色鲜明、效益
突出、市场影响力较强的产业体系。

在产业布局上，设置东北部、南部、中部、西部等四
大花卉产业区，不同的花卉产业区依据自然环境和市
场发展，发展不同品种花卉。此外，要构建种质资源保
护体系，海南有野生花卉180多科859种，这是开展新
品种创新培育的重要资源。全面调查和收集海南野生
花卉种质资源，建立野生花卉资源保存库，系统评价野
生花卉种质资源，为驯化野生花卉、筛选和杂交培育新
优品种奠定坚实的基础。

《规划》提出培育和引进花卉新优品种，依托海南
正在建设的“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中转基地”，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通过野生优良花卉资源的挖掘利用、引进
再创新等方式，培育一批自主知识产权花卉新品种。
到2035年，培育30个自有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加
强新优品种引进工作，主动与国际花卉研究单位合作，
每年引进3个-5个市场前景好的新品种。

我省出台花卉苗木产业发展规划
3到5年选育出一批
自主知识产权花卉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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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原中倩

3年多前，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
院正处级检察员王才东被组织选派
到儋州市木棠镇蒌根村担任驻村第
一书记。期间，王才东曾对省检二分
院的同事和家人说：“等蒌根村的贫
困户都脱贫了，我就回来了。到时候
也满60岁，可以办退休回家享天伦
之乐了。”

在王才东的带领下，蒌根村104
户贫困户565人如今全部脱贫“摘

帽”。然而，他却永远回不来了。
今年6月，王才东被诊断出肺癌

晚期。8月1日，王才东因病情恶化治
疗无效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了59岁。

一个人真心实意地为奋斗过的
热土、挚爱着的老百姓有所作为，人民

群众一定会记住他。虽然人已逝，但
王才东的事迹和精神，正如一颗朴实
无华的种子，植入了蒌根村的泥土中，
在他奋斗过的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木棠镇
蒌根村，追寻王才东驻村工作的足迹。

倾力为民办实事
脱贫攻坚带头人

“哥佰下村为侬顾，检察官顾为
村想，打路引水生活好，隔日子滴见
越过越棒咯，才东书记为民想，鸡羊

成群走富路……”这是蒌根村村民吴
国权为王才东编写的儋州调声。调
声朴实无华、上口简单，字里行间无
不流露出蒌根村村民对王才东的无
尽怀念和对他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
深深感激。 下转A03版▶

情系蒌根 心注扶贫
——追记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原驻儋州市木棠镇蒌根村第一书记王才东

涉孙小果案公职人员和重要
关系人职务犯罪案一审宣判

19名被告人分别
获刑二年至二十年

到2020年
全省花卉种植总面积达到25万亩

总产值达到70亿元

到2025年
种植面积达到50万亩

产值达到200亿元

到2035年
种植面积达到80万亩

产值达到5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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