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以平均6天的租车时长跻身
国庆租车时长目的地前十

三亚稳居国庆假期
豪华车型、跑车订单最
多目的地排行榜首

制图/陈海冰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通讯员 敖日丹

海口文明东越江隧道全线贯
通，白驹大道改造及东延长线项目
通车……日前，在海口江东新区，一
项项重大工程进展顺利。这片干
事创业的热土处处洋溢着澎湃的
活力。

海口市委明确提出党建思路：
把党组织建立在项目一线、发展一
线，建在海口经济社会发展最活跃
的细胞上；项目推进到哪里，党建工
作就要引领到哪里，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就要发挥体现到哪里。

在这一思路指导下，2018年7
月25日，江东新区动迁工作指挥部
临时党支部揭牌，让党旗在江东新
区项目一线飘扬——

让党员干部奋战在项目一线。
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给海口文明东越江通道项目的
推进带来很大困难。作为建设方的
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选
派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攻坚克难，迅
速组织人员、机械、材料进场，主动
与本地人社部门对接，在本地招录
工人，有效缓解了劳动力紧缺的压
力。仅用40天，项目施工人员就从

春节留守的479人增加到1459人。
将复杂问题解决在项目一线。

征地拆迁是决定项目能否按期推进
的关键因素。由于风俗习惯和村民
意见不一，福玉村集体公庙一度成
为美兰机场二期项目征地过程中的
阻碍。福玉村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
作用，和灵山镇征收工作组共同组
建党员攻坚队，挨家挨户做动员，最
终赢得了村民的支持。

把优质服务送到项目一线。江
东新区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坚持以
党建工作为引领，不断创新管理体
制，推出“一枚公章管审批”，实现了
园区“一门受理、一窗办结”的极简
审批；全面推行建设项目“一窗”受
理机制，所有审批部门提前衔接预
审、并联审批，每个环节原则上不得
超过2个工作日，建设项目审批提
速40%；采取“只征不转”“不征不
转”等多种方式保障了重点项目用
地，推动“项目等地”向“地等项目”
转变。

“党建工作抓实了就是生产力，
抓细了就是凝聚力，抓强了就是战
斗力。”海口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
表示，这些驻扎项目一线的党员干
部，成为了上级政策的“宣讲员”，畅
通民意的“传达员”，矛盾纠纷的“调
解员”，为园区高质量发展和重点项
目高标准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
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
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海南日报记者
了解到，近年来，海口市委组织部把
抓基层打基础作为建设海南自由贸
易港的先导性、基础性工程，把党支
部的作用发挥在城市发展最前线，
把党的坚强堡垒立在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的第一线，让党员的模范作
用引领城市的精细化管理，不断探
索新时代基层党建新模式，切实把
每个基层党组织打造成坚强的战斗
堡垒，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坚强
组织保证。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

海口探索新时代基层党建新模式

让党旗在自贸港建设一线高高飘扬

结合我省开展“百城千县万村”调研活动具体安排，本报今日
起开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专栏，介绍我
省相关调研点的典型经验，聚焦人民群众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幸福
生活的生动实践，全面呈现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定格小康路上的美丽画面。

开
栏
的
话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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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湖湘大地，孕育了心忧天下、敢为
人先、经世致用、兼收并蓄的精神特
质，谱写过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就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谋划“十四
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赴湖南考察调
研，重温革命历史，感悟红色文化，并
在长沙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当
面听取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对“十四五”

规划编制的意见和建议。
他指出，我们即将胜利完成“十三

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乘势而上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要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砥砺奋
进的精神力量，站稳人民立场，不忘初
心使命，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紧紧依靠
人民，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不忘人民

“今天，我不远千里从北京到这里
来看望乡亲们，也是来受教育。”

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
洲瑶族村，罗霄山脉南段一个瑶族村落。

1934年 11月，红军长征经过此
地，3名红军女战士借宿村民徐解秀
家中，临走时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
一半留给她，也留下了一段军民鱼水
情深的感人故事。

2016年10月，在纪念红军长征
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
起了这个故事，“当时我在讲的时候，
就深受感动”。

又是一个秋雨纷飞的日子。
下转A02版▶

坚守人民情怀，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习近平在湖南考察并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纪实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赵优）海南日报记者
9月20日从在线旅游平台携程获悉，今年国庆黄金周
8天假期，预计六成国内游客选择自驾游，其中租车游
客量有望创下历史新高。数据显示，海南成为租车预
订人数最多的目的地省份，三亚为豪华车型、跑车订单
最多的目的地城市。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自驾车、房车因空间私
密、出游灵活、行程自主等特点，成为人们出游的主要
方式之一。从携程租车平台订单看，进入9月，国庆假
期的租车市场已出现紧张形势，目前国庆订单中有超
过50%的用户首次使用携程租车，这表明租车开始成
为旅游中的重要选项。大量新用户的涌入，使得国庆
租车的预订量暴增。

今年国庆黄金周，哪些目的地的租车预订人数最
多？携程租车数据显示，海南、云南、四川、青海、甘肃、
广东、贵州、浙江、山东和新疆是人气最高的十大省
市。从租车时长看，短期租车的占比并不高，3天以下
的订单占比仅为15%，更多人选择了3-7天的用车时
间，占比达67%。其中，海口以平均6天的租车时长跻
身国庆租车时长目的地前十。

租赁豪车也成为国庆假期出行的潮流。数据显
示，三亚稳居国庆假期豪华车型、跑车订单最多目的地
排行榜首，游客愿意花费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租赁更舒
适的车型提升休闲度假体验。

国庆黄金周十大租车自驾游目的地出炉
海南位居榜首

本报文城9月20日电（记者李佳飞）海南日报记
者9月20日从文昌国际航天城获悉，9月18日至19
日，以“弘扬航天精神，拥抱星辰大海”为主题的2020
年中国航天大会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文昌国际航天
城获评大会“最受欢迎落地园区奖”。

中国航天大会（China Space Conference）由中
国宇航学会和中国航天基金会联合主办，是中国航天
领域较具影响力的综合性行业盛会，已连续两年入选
中国科协重要学术会议指南。大会指导思想为“立足
国内，面向国际，繁荣学术，培养航天下一代”，致力于
构建成为“航天领域面向国际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促
进航天产学研协同的合作平台、传承航天精神和文化
的科普宣传平台”。

文昌国际航天城获
“最受欢迎落地园区奖”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
李乐）今年8月，我省经济持续向
好，生产供给加快复苏，市场需求不
断回暖，主要经济指标回升势头继
续巩固。这是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
省统计局了解到的。

具体来看，服务业加快复苏。
流通领域持续向好，8月全省货物周
转量344.56亿吨公里，同比增长1.8
倍。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1624.61

万吨，同比增长10.4%。邮政业务
总量2.21亿元，同比增长18.3%，继
续保持较快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加快增长，新项
目建设稳步提速。1月至8月，全省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5%，增速
较1月至7月提高1.9个百分点。非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6.1%，
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民间投资
同比增长5.2%，增速较1月至7月

提高2.7个百分点。截至8月底，今
年新开工项目820个，较去年同期
增长7.5%，增速较1月至7月提高
2.2个百分点；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
同比增长1.6%，增速较1月至7月
提高2.6个百分点。

自今年5月以来，建安工程投资结
束了连续23个月下滑的局面，连续4个
月保持增长态势。1月至8月，全省建
筑和安装工程投资同比增长7.6%。

消费市场当月增速创新高，免税
品销售成倍增长。8月全省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182.18亿元，当月增速创
疫情发生以来新高，同比增长
19.4%。其中，离岛免税品零售额
32.94亿元，同比增长2.4倍，是拉动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主要因素。
8月商品零售同比增长21%，增速较7
月份提高6.2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
上单位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61.4%。

8月全省经济持续向好
回升势头继续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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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手黎锦 衣被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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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衣被海南——海南黎族纺织文化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览馆

开幕。甄选出的150件黎族纺织品及相关文物向大众普及黎族纺织技艺，

展示海南多彩黎锦，传播独具特色的黎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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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邵长春
特约记者 王旭朝 通讯员 汪沙

9月13日，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项目（第三批）集中开工活动中，央
企中国银行的中银国际金融中心项
目在海口江东新区正式动工建设
——海南自贸港总部经济发展又落
下一子，这也是“百家央企进海南”行
动的又一鲜活例子。

自2018年4月以来，中央企业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使命担当，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急需的总部经济、

探索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构建现代基础设施体系等
多个方面发挥主力军和排头兵作用，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了坚强支撑。

特别是今年6月1日《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
体方案》）公布后，我省随即出台了
《推进“百家央企进海南”行动方案
（2020-2022）》，积极推动中央企业
全面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打基础、扩
投资、增主体、补短板的各项工作，营
造了“百家央企进海南”的热烈氛围，
取得明显成效。

64家央企区域总部或子公司落地

海南总部经济建设初具规模

早在2019年10月，海南和国务
院国资委共同举办的“落实中央战略
部署全面推进海南自贸区（港）建设
座谈会”上，省委书记刘赐贵就提出
了“百家央企进海南”行动倡议，并得
到国务院国资委的积极响应和大力
推动。

2018年“4·13”以来，国务院国
资委专门研究印发了相关方案，明确
对参与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发展
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产业的重点
优势央企在考核分配等方面予以支
持，极大调动了央企参与海南自贸港

建设积极性。
同时，国务院国资委主要负责人

还担任了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领导小组组长，来琼全面调研央企
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情况，并于《总
体方案》印发后专门召开党委会研究
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

省委、省政府对央企参与海南自
贸港建设高度重视，省领导多次带队
赴央企总部座谈和招商，鼓励央企在
海南设立区域总部和子公司，积极参
与重点产业园区、“五网”基础设施和
美丽乡村建设，并明确省国资委等单
位对接央企招商和项目落地工作，及
时解决央企在琼经营过程中存在的
政策瓶颈和落地中的困难诉求。

在多方支持下，央企助推海南总

部经济建设初具规模。据省国资委
统计，2018年“4·13”以来，已有中国
旅游集团、中远海运集团等26家中央
企业与我省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中
国旅游集团更将国内总部迁入海南。

同时，招商局集团、大唐集团、中
国五矿、中国能建等央企的64家区
域总部、国际结算总部或业务子公司
相继落地海南，其中大唐集团、中粮
集团等10余家央企在海口江东新区
或三亚建设总部大楼。

而在《总体方案》公布后，南航集
团、国药集团、中国航油、中国华电等
数十家央企主要负责人密集来琼寻
求合作，已建立战略合作央企也进一
步加大在琼布局，近期多个央企总部
项目也将陆续落地。 下转A03版▶

央企发挥自贸港建设排头兵作用，“百家央企进海南”取得明显成效——

铁肩担大任 央企立潮头

本报三亚9月20日电（记者孙
慧 通讯员杨洲）海南日报记者9月
20 日从三亚市住建局了解到，从
2019年下半年至今年9月15日，三亚
市已开工建设农村厕所3619座，开工
率100%，竣工完成3470座，完成省
委省政府下达的底线任务目标。三亚
各区按照各地情况，选择修建舒适型
或者基本型的无害化卫生厕所。

2019年9月，我省开展农村“厕
所革命”半年攻坚战，提出完成新建
厕所任务15.85万户的目标，力争实
现全省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全覆
盖。

根据我省农户的不同经济条件，
不同家庭人口规模，省住建厅组织力
量编制了基本型、提升型、舒适型、公
共型四种改厕设计方案，即由政府出
资，负责为没有能力自己改厕的特困
户建只有如厕功能的基本型无害化卫
生厕所；在政府提供一定补助基础上，
自己出资建增加其他功能的提升型或
舒适型无害化卫生厕所；无法新建户
用厕所，且户数达到一定数量的村庄
则建设公用厕所。

力推修建舒适型、基本型无害化厕所

三亚新开工建设
农村厕所3619座

本报海口9月20日讯（记者张
期望）9月20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口市住建局获悉，海房新村、恒福居
小区、万福新村等12个老旧小区已
启动自主拆除新建。其中，海房新村
小区已有95%的业主签约同意改造，
其余11个小区业主签约工作也在进
行中。

海房新村位于美兰区海甸二西
路，建于1992年，占地面积17506.03
平方米，住宅面积共计38405平方米，
总户数233户。目前，小区90%以上
建筑使用时间超过27年，小区的抗
震、消防、建筑质量均达不到现在的住
宅规范要求。小区发电、配电、蓄水、
给水等设施设备和基础配套缺失严
重，部分地基下沉导致部分建筑分结
构变形。为改善该小区居住条件，
2019年4月，该小区业委会向海口市
住建局递交自主拆除改造申请，经过
一年多发动动员，目前该小区233户
业主中已有211户签约同意改造，同
意率达95%。

海口12个老旧小区
将自主拆除新建

9月20日，2020海报集团金
秋车展第4天，恰逢周末人气更旺，
市民购车热情高涨，当天进场观众
达2.2万多人次，销售和预订车辆
1700多辆，销售额2.5亿多元。

据了解，金秋车展4天参展观
众超过11万人次，销售4100多辆
车，销售额突破5.9亿元。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相关报道见A08版）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

4天卖车4000多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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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元投入就能保障用上国
际“救命药”，生动体现了自贸港
建设制度集成创新成果

乐城特药险
“特”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