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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在中
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
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全体同志回
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在抗美
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发扬伟

大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
神，勇往直前，浴血奋战，为保家卫国
作出了重要贡献。志愿军将士及英
雄模范们的功绩，党和人民永远不会
忘记。

习近平指出，60多年来，你们
坚持爱党、信党、跟党走，积极参
与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活

动，继续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
力量，展现了初心不改、奋斗不止
的精神。

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是英雄
辈出的民族，新时代是成就英雄的
时代。全党全社会要崇尚英雄、学
习英雄、关爱英雄，大力弘扬英雄精
神，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磅礴力量。
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始

建于1951年，先后集中供养了2800
多名伤残军人，其中参加抗美援朝战
争的约2200人。60多年来，该院伤
残军人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力
所能及为祖国建设作贡献，义务做传
统教育报告近万场，受众300余万人

次，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2019
年，该院被表彰为“全国退役军人工
作模范单位”。近日，该院志愿军
老战士涂伯毅代表全体伤残军人给
习近平主席写信，汇报工作和生活情
况，表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保持本
色，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
砖加瓦的决心。

习近平给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全体同志回信强调

全党全社会要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
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纪念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大会将于23日上午10时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
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

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
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
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
转播。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大会23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彭
青林）10月21日，省委书记刘赐贵主
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我省“十
四五”规划经济结构和发展速度等主
要经济指标。刘赐贵强调，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的系
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指示精神，紧
紧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从“看使命、
看基础、看趋势、看主体、看布局”五
个方面开展深入调查研究，科学谋划
制定我省“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引导激励全省上下继承和弘
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努力实现海南
自贸港高质量高标准高速度发展。

省领导沈晓明、李军、蓝佛安、彭

金辉、孙大海、沈丹阳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我省“十四五”规划

经济结构和发展速度等经济指标情
况的汇报，与会人员就科学制定我省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
出意见建议。

刘赐贵强调，编制好我省“十四
五”规划是当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的系列重要
讲话和重要批示指示精神上来，按照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部
署，始终贯穿高质量高标准的要求，
推动海南在“十四五”时期持续健康
快速发展。

刘赐贵指出，科学谋划制定我省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
做到“五看”。一看使命。要深刻领
会党中央赋予海南的重大使命，围绕

“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充分发挥
自贸港独特政策优势，坚持把制度集
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持续优化产业
结构，严格保护生态环境，坚决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以加快发展的实际成
果体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成效。
二看基础。要充分肯定“十三五”期
间海南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特别是

“五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升级，一批
重大项目加快签约落地，海南产业结
构持续优化，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形

成，为“十四五”发展打下了坚实基
础。三看趋势。要积极参与推动构
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做足海
南文章，做出海南贡献。四看主体。
要准确把握新增市场主体持续大幅增
长的态势，大力营造法治化、国际化、
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市场
主体和人才踊跃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提供良好环境和条件。五看布局。要
紧紧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完善产业布
局，加快推动数字经济、海洋经济、航
空航运、会展、康养、文化、教育和体育
等产业发展，积极推进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建设，打造“智慧海南”，加快推进

实现2025年前全岛封关运作目标的
各项“控制性工程”。

刘赐贵强调，“十四五”时期发展
目标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也
不是等来的，必须依靠苦干实干才能
实现。要继承和弘扬伟大抗美援朝
精神，以及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
苦干的特区精神，团结一心、奋发有
为，不断培育推动海南经济发展行稳
致远的新增长点。要以强烈的改革
创新意识，紧紧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
需求，更新思维、理念，对接国际高水
平经贸规则，促进生产要素自由便利
流动，努力实现从跟跑、并跑向领跑
转变。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要求

科学制定我省“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努力实现海南自贸港高质量高标准高速度发展

沈晓明李军出席

前三季度海南网络
交易额超1670亿元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罗霞）海南日报记者
10月21日从省商务厅获悉，今年前三季度，海南网络
交易额实现1670亿余元，同比有所增长，其中实物型
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24.86%。

前三季度，海南大宗及 B2B 网络交易额实现
1138.68亿元；网络零售额实现531.89亿元，同比增长
6.84%。网络零售额中，实物型网络零售额、服务型网
络零售额分别实现309.14亿元、222.75亿元，在网络
零售额中分别占比58.12%、41.88%。

在实物型网络零售额中，食品保健、家居用品、母婴
用品分别实现172.63亿元、13.36亿元、3.62亿元，分别
占比55.84%、4.32%、1.17%。其中食品保健行业持续
占据主导地位，“春光”“南国”“椰岛”等食品品牌受到消
费者青睐，菠萝蜜、椰子制品等产品在线上销售活跃。

在服务型网络零售额中，在线旅游实现147.97亿
元，占比66.43%；在线餐饮、生活服务、在线教育发展
向好。

海南农村网络零售额 69.7 亿元，同比增长
13.87%。其中，农村实物型网络零售额40.98亿元，食
品保健、家居用品占比靠前；农村服务型网络零售额
28.72亿元，在线旅游、在线餐饮、生活服务占比靠前。

海南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实现82.68亿元，同比增
长35.03%，占比相对靠前的领域为水果、茶饮、蔬菜，
分别实现67.58亿元、5.25亿元、2.88亿元。

电商直播实现快速发展。前三季度，海南直播交
易额7.8亿元，直播观看人次累计3357万。直播热销
品类中，美容美妆、休闲零食受关注。

截至目前，海南网商共计22.6万余家，其中海口
网商数量占比49.13%，三亚网商数量占比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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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推进“村医通”
便民服务工程
打通城乡居民就医直接结算的
“最后一公里”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周晓梦 实习生刘冰
一）10月2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村医通”便民
服务工程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全省已有270个乡
镇卫生院、36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个社区卫生服务
站、2026个村卫生室配备了功能多元的“村医通”智能
终端，打通城乡居民就医直接结算的“最后一公里”。

据介绍，“村医通”便民服务工程是省委、省政府
2020年为民办实事事项。今年1月以来，省医疗保障
局（以下简称省医保局）针对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看
病繁”等实际现状开展深入调研，全面推进“村医通”便
民服务工程。

“通过前期试点实施、培训部署和逐步推广，‘村医
通’便民服务工程已于8月底实现全省开通，为全省
2357名村医配备了功能多元的‘村医通’智能终端设
备，把医保门诊统筹报销等惠民政策送到城乡居民家
门口，实现‘小病不出村’‘就医少跑腿’等惠民便民目
标。”省医保局副局长吴正一说。 下转A02版▶

毛万春率队到琼海开展调研
本报嘉积10月21日电（记者刘操）10月20日至

21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省政协调研组到琼海就
“完善上下联动机制 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创一流营商
环境、“十四五”规划编制的建议、生态环境保护等主题
开展调研。

调研组一行来到琼海市行政服务中心、海南盛大现
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水果基地、泮水鲜友果酱厂、保利时
代项目、海城时代广场项目，调研琼海市营商环境建设情
况。毛万春指出，琼海对标自贸港建设标准，在优化营商
环境上下功夫，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要紧抓自贸港建设
机遇，遵循市场规律办事，积极作为、靠前服务，不断增强
市场主体活力，为落地琼海的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在嘉积镇南堀村、嘉积镇红星社区、嘉积镇委镇政
府，调研组一行通过实地考察、听取介绍、交流座谈等
方式，了解琼海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试点工作开展
情况。毛万春指出，要从实际出发，注重实效，聚焦解
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要长期坚持，形成示范，
在试点的基础上积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把基
层协商民主建设推向深入。

调研组一行还前往琼海中学附属小学、琼海市文
化体育中心项目、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安置区（北片）项目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并听取对“十四
五”规划编制的建议。毛万春希望琼海结合“十四五”
规划编制，按照海南自贸港建设要求，谋好篇、布好局，
高质量高标准谋划产业、项目。

在琼海市垃圾处理厂（二期）项目、双沟溪整治项
目、农作物秸秆循环生物利用基地等地，调研组通过听
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了琼海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
况。毛万春指出，琼海要在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上再下
功夫，扶持相关企业，争取在全省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李爱美 通讯员李红
波）10 月 21 日 15 时 许 ，一 架
ARJ21国产飞机平稳降落在海口
美兰国际机场。这架被中国南方
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航）以融资租赁方式引进的飞机，
出租人为海口昌如飞机租赁有限
公司，它的交付意味着《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
海南首个国产飞机ARJ21租赁项
目正式落地。

据了解，ARJ21飞机是我国自
行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
型涡扇支线飞机。海南日报记者
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看到，ARJ21
飞机客舱布局、内饰舒适，客舱采
用“左二右三”的90座全经济舱布
局，座椅前后间距达31英寸，与干
线主流宽体机经济舱座椅前后间
距相同。 下转A02版▶

海南自贸港首个国产飞机ARJ21租赁项目落地
助力海南融资租赁产业发展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孙
慧 实习生焦晴）10月21日，省防风
防汛防旱总指挥部在海口召开防御
今年第17号台风“沙德尔”视频会
议。会前，省委书记刘赐贵对第17
号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作出批示，
要求各有关部门、各市县加强对“沙
德尔”的监测和会商，根据实际情况，
及早作出部署。

会议指出，各有关部门、各市县

要贯彻落实省委书记刘赐贵有关批
示要求，高度重视此次台风防御工
作，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进入10
月份以来，我省已经连续防御3个热
带气旋和2次强降雨过程，一线干部群
众连续作战，全力以赴把全省人员伤
亡、财产损失降到最低。从目前气象预
测来看，“沙德尔”有登陆海南本岛的可
能性，加上此前连续强降雨我省部分
市县土壤水分饱和，部分水库蓄水偏

高，要重视此次台风带来内涝、洪涝、
滑坡、塌方等次生灾害风险叠加的影
响，要从最不利情况出发，从最坏处
着手，及早动员部署防御工作。

会议强调，要从9个方面抓实抓
细各项防御工作，确保万无一失。一
是加强会商研判，密切关注风雨发展
态势，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二是落实
渔船渔民防风避险工作，切忌出现

“抢风头、赶风尾”情况，做好海上应

急救援准备。三是强化水库安全度
汛，再次排查各类隐患和薄弱环节，
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做好蓄水工作。
四是防范地质灾害风险，提前发布风
险预警，出现险情要及时有效处置。
五是强化旅游防风安全，加强旅游行
业人员的安全培训和游客防灾教育，
防止游客外出观风观浪。六是落实
城乡防汛防风措施，做好漫水桥（路）
安全管理，提前在地下车库、地下商

场等低洼易涝地区采取防御措施，做
好建筑工地加固。七是做好危险区
域人员安全转移准备。八是做好应
急抢修救灾准备工作，统筹组织各方
应急救援力量，确保交通、供水、油
气、市场、电力等民生保障全面布
防。九是做好新闻宣传和信息报送，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引导舆论，各级
灾害信息员要及时报送灾情信息。

副省长刘平治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防总召开全省防御台风“沙德尔”视频会议
刘赐贵作批示

10月21日，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一架ARJ21国产飞机平稳降落。据了解，这架被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以融资租赁方式引进的飞机，它的交付意味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海南首个国产飞机ARJ21
租赁项目正式落地。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
系列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A09版）

海峡航运拟建新海综合客运
枢纽，对接水路轮渡和陆路交通

新海港未来可实现
水陆联运“零换乘”

“沙德尔”加强为
强热带风暴
可能于24日下午至夜间登

陆海南岛或从近海擦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