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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7 月 6 日 电 中
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九届
部长级会议7月 6日以视频连线方
式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
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2018年，我在中阿
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
宣布中阿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倡
议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阿拉伯国家

热情响应。两年来，中阿双方加强战
略协调和行动对接，全面合作、共同发
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得
到深化。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风雨同舟、守
望相助，坚定相互支持，开展密切合
作，这是中阿命运与共的生动写照。
当前形势下，中阿双方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需要加强合作、共克时艰、携手

前行。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议召开为契
机，加强战略沟通协调，稳步推进抗疫
等各领域合作，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
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中阿双
方人民。

习近平向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近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给巴布亚新几内亚布图
卡学园复信。习近平在信中愉快地回
忆了2018年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时

出席布图卡学园启用仪式的情形，肯
定学园办学成绩，对学园近期克服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实现复课表示欣慰，
指出中方将继续为学园发展提供必要

支持和帮助。
此前，巴布亚新几内亚布图卡

学园校方致信习近平主席，衷心感
谢习主席关心学园发展，高度评价

中方为推进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国际合作所作积极贡献，表示在
中方帮助下该校克服疫情影响实
现复课。

布图卡学园自2018年11月启用
以来，招收学生约3000名，改善了当
地办学条件，获得巴布亚新几内亚政
府和民众一致好评。

习近平给巴布亚新几内亚布图卡学园复信

香港特区国安委
举行首次会议

新华社香港7月6日电（记者刘明洋）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第十二
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日前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特区国安委6日举行首次会议，全体成员出席，由中央
人民政府指派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列席会议。

香港特区国安委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担任主席，成
员包括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财政司司长陈茂
波、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警务处处长
邓炳强、警务处副处长（国家安全）刘赐蕙、入境事务处
处长区嘉宏、香港海关关长邓以海和行政长官办公室主
任陈国基。陈国基同时兼任特区国安委秘书长。

香港特区国安委按香港国安法第十五条设立国家
安全事务顾问，就特区国安委履行职责相关事务提供
意见，并列席特区国安委会议。国务院日前已任命骆
惠宁出任特区国安委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十四条，香港特区国安委的职
责为：分析研判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形势，
规划有关工作，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政策；推进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执行机制建设；协调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的重点工作和重大行动。香港国安法第十四条
亦明确规定特区国安委的工作不受特区任何其他机
构、组织和个人的干涉，工作信息不予公开，作出的决
定不受司法复核。

近日的A股市场火了。7月6日，在券
商、保险、银行等板块的带动下，上证综指一
路狂飙，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数也纷纷走强，
同样收获不俗涨幅。截至当日收盘，上证综
指站上3300点大关，日涨幅超过5.7%；深证
成指、创业板指数分别涨超4.0%和2.7%。

值得关注的是，当日沪深两市交易额达
到1.5万亿元，这已经是沪深两市交易额连
续第3日突破万亿元大关。盘中富时中国
A50指数期货涨幅一度扩大至近7%。

业内人士分析，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A
股市场表现出较强的韧性和良好的性价比，

从而吸引各路资金纷纷入场，成为近期A股
放量走升的重要原因。那么，到底有哪些“买
家”因素为A股提供了强大的动能？

作为外资投资A股的“风向标”，沪深港
通北向资金近期呈现“跑步”入场态势。市场
数据显示，6日北向资金净买额超过136亿
元，而此前的两个交易日北向资金的流入规
模分别突破了171亿元和131亿元。这3日
流入规模在近半年市场中均处于高位。

实际上，北向资金的持续流入早已成为
A股市场的常态。根据广发证券的统计，沪
深港通北向资金6月净流入527亿元，较上
月猛增75%。上半年北向资金累计净流入
达118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约23%。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公募基金也是不可
忽视的资金增量来源。今年公募基金等机构
投资者取得了不错的“收益成绩单”，在赚钱
效应的带动下，上半年国内公募基金市场新
发产品规模迈过万亿元大关。其中，权益类
基金成为助力新发基金规模扩张的最强推动
力，占全部新发基金规模的67%。

有市场机构测算发现，今年5月和6月
的偏股基金新发1824亿元，考虑到基金仓

位、陆续建仓等因素，预计7月、8月的有效资
金流入为400亿元、300亿元。

随着市场情绪启动的，还有普通投资者加
速入市的步伐。多家券商的开户数据显示，6
月、7月的日均股票账户开户数量环比增长超
过三成，上半年开户数同比也出现猛增。

在6日交易量不断放大的过程中，不少
投资者涌入股票交易软件，甚至造成了交易
App卡顿。有投资者反映，当日上午多家券
商交易App一度无法登录或者银证转账卡
顿，或无法显示盈亏持仓等数据，足见投资者
的交易热情。

在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等
专家看来，去年以来，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
等市场改革的步伐加速，为投资者带来了更
多的投资机遇，也成为近期A股放量走高、
部分板块走强的重要驱动力。

海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荀玉根认为，
受疫情影响，上半年全球各主要股指均出现
较大幅度的震荡。相比之下，A股上半年整
体平稳，投资价值凸显，散户、公募、外资、险
资、产业资本等资金入市脚步加快。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记者刘慧 潘清）

近日A股市场大火

积极“动能”来自何方？

人社部等部门
联合发布9个新职业

据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王优玲）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
计局近日正式向社会发布“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

“城市管理网格员”“互联网营销师”“信息安全测
试员”“区块链应用操作员”“在线学习服务师”“社
群健康助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增材制造设
备操作员”等9个新职业。

这是我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2015年版）》颁布以来发布的第三批新职业。此
外，此次还发布了“直播销售员”“互联网信息审核
员”等5个工种，同时将“公共卫生辅助服务员”职
业下的“防疫员”“消毒员”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
员”等3个工种上升为职业。

民航局发出
首份外航“熔断指令”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齐中熙）根据
《民航局关于调整国际客运航班的通知》，6日民
航局再次发布通知，决定即日起，暂停孟加拉优速
航空公司孟加拉国达卡至广州BS325航班运行1
周。这是民航局发布的第三份“熔断指令”，也是
对外国航空公司的首份“熔断指令”。

6月28日，孟加拉优速航空公司孟加拉国达
卡至广州BS325航班上，5名旅客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呈阳性，触发航班熔断条件。

根据此前发布的《民航局关于调整国际客运
航班的通知》有关规定，民航局决定对孟加拉优速
航空公司实施航班熔断措施，并要求熔断的航班
量不得用于其他航线。

北京连续8天新增确诊病例
保持在较低的个位数水平

据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记者从6日举行的
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5
日，北京新增报告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无症
状感染者1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治愈出院病例1
例。北京已连续8天新增报告本地确诊病例数保持
在较低的个位数水平，治愈出院病例数持续增加。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表示，
北京连续8天确诊病例保持在较低的个位数水平，
但疫情传播风险尚在。广大市民要坚持做好个人防
护和环境清洁消毒，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见面不握
手，尽量不碰触公共设施和物品；出现身体不适全程
戴好口罩及时规范就医，杜绝松懈、侥幸心理。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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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6日，第二届海南离岛免税购
物节启动仪式在三亚正式启动，仪式
以“第二届海南离岛免税购物节及第
二届离岛免税抖音挑战赛开幕”为主
题，全方位助力海南打造“零关税”购
物天堂。

作为扎根海南的航空企业，海航
也推出不限时间、不限次数的“海航随
心飞、欢聚自贸港”主题套票活动，旗
下12家航司200余条航线将齐发力，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吸引客流，引导境
外消费回流，合力推动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建设。

据了解，本次海航产品以 2699
元和 2999 元的超值定价，为旅客提
供有效期内不限次海南进出港国内
航班乘机权益，同时叠加赠送 2880
元中免集团海南免税店代金券购物
权益，以及海南航空、大新华航空海
南出港航班额外 10公斤免费行李额
权益，并适用于海航集团旗下海南航
空、大新华航空、首都航空、天津航
空、祥鹏航空、西部航空、北部湾航
空、乌鲁木齐航空、福州航空、长安
航空、桂林航空以及金鹏航空 12 家
航司，可通达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杭州、成都、重庆、西安、长沙等
100多个国内城市。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
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实施之年。
7月1日起，根据《关于海南离岛旅客免
税购物政策的公告》，海南离岛旅客每年
每人免税购物额度为10万元，预示着海
南离岛免税消费的进一步升级，并将带
动海南进出港旅客的出行需求，开放的
海南正在以蓬勃的姿态迎接崭新的发展
篇章。

根据《总体方案》，海南岛将实行
“零关税”负面清单管理，部分进口商品
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
税，同时扩大免税商品种类，每人每年
的免税额度从原来的3万元提高至10
万元，海南免税购物优势将会进一步显
现，部分商品优惠幅度将达到 30%至
50%。据悉，今年5月海南商品零售同

比增长6.7%，增速比4月加快6.1个百
分点，免税品销售持续“回暖”，持续拉
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释放消费
潜力。

海航集团积极响应海南省委、省政
府号召，发挥航空主业优势，带领旗下
12家航空公司，推出不限时间、不限次
数的主题套票活动，助力免税政策落地，
诚意邀请全国各地旅客欢聚海南自贸
港，为海南旅游经济贡献新流量，助力海
南打造成为国际消费中心，为建设自贸
港贡献海航力量。

今年以来海航集团旗下多家航空公

司新开通海南进出港航线19条，目前已
占海南航空市场份额44.4%，而本次推
出的套票产品涵盖海航旗下12家航司
的海南进出港国内航班，近100座城市
连接海南岛内海口、三亚、博鳌三大机场
共263条航线。海航四通八达的航线网
络，密集的航班班次，半年内海南进出港
任意国内航段，不限时间、次数，将充分
满足免税、商贸、医疗、养老、旅游等各界
人士进出海南的出行需求。

据悉，海航此次活动在价格与产品
内容上对免税购物、热带观光游旅客更
具有吸引力，意在获得机票收入的同时，

衍生旅客消费，对海南的旅游经济有一
定的促进作用。

此外，海航在今年4月推出的“魅
力自贸港/海南购”系列产品中，上线
了行李优惠产品，活动期间旅客乘坐
海南国内出港航班，采购海南特产并
办理托运手续，在原有免费托运行李
额基础上，再享10公斤免费托运额度，
并为海南本地居民以及教师学生群体

“量身定制”推出100元代金券等相关
优惠产品。

“航空+免税”各项实惠活动的落地
切实降低了消费者购物成本，带动海南

游客人数不断增长，拉动当地旅游消费
的同时，刺激旅游景区、酒店餐饮等相关
行业发展，共同为提升海南旅游业竞争
力作出贡献。

创业27年来，海航集团始终积极
践行“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
干”的特区精神，以创新和服务赢得
了社会的认可和良好口碑。旗下海
南航空九次蝉联 SKYTRAX 世界五
星航空，世界最佳航企排名上升至第
七位，从 20 多年来零事故安全运行
品质到购票、接送机、值机、中转、贵
宾休息等线下各个环节服务创新，再

到持续精进的客户关系管理体系，不
断向世界传递着“不期而遇，相伴相
惜”的海航五星品牌故事。

海航将紧抓自贸港发展机遇，充分
发挥海航资源优势，统筹旗下各业态
跨界联动，在酒店、商超、物业等领域
引入五星服务标准及真情服务理念，
力争打造高标准、全方位、多层次“五
星服务”自贸港消费服务窗口，以高度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勇当自贸港建设
排头兵，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海航
力量。

（文字：石雅童）

海航旗下12家航司齐发力，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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