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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西部阴天有小到中雨
■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

■海南岛北部、西部、南部阴天间多云
■中部和东部阴天间多云，局地小阵雨

预计25日夜间到26日白天

26日夜间到27日白天

■海南岛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
■中部、东部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西部阴天有小到中雨
■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7日夜间到28日白天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符晓
虹）海南日报记者10月25日从海南省气象部门了解到，
今年第17号台风“沙德尔”已于25日20时减弱为热带
低压，海南省气象局于当天22时20分解除台风四级预
警。今年第18号台风“莫拉菲”于当天早晨生成，将于26
日白天移入南海东部海面，以后趋向越南中部沿海，最强
可达台风级或强台风级（35米-45米/秒，12级-14
级）。海南省气象局25日17时10分发布暴雨四级预警。

受偏东急流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内，文昌、琼
海、万宁、琼中、屯昌、定安6个市县大部分乡镇将出现
50毫米以上的暴雨，局地大暴雨。

今年第18号台风
“莫拉菲”生成
海南省气象局发布暴雨四级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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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0月23日给
中国戏曲学院师生回信，对他们
传承发展好戏曲艺术提出殷切期
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老
中青少四代师生的来信，反映中
国戏曲学院办学取得的可喜成
果，戏曲艺术薪火相传，我感到很
欣慰，向你们以及全校师生员工

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戏曲是中华文

化的瑰宝，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
键在人。希望中国戏曲学院以建
校70周年为新起点，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引导广大师生坚定文化自
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
新，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真谛，
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为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中国戏曲学院的前身——文
化部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创
办于195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由
国家举办的第一所戏曲教育机
构。近日，中国戏曲学院一些师
生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
报学院70年来的发展情况，表达
了为繁荣戏曲事业贡献力量的共
同心声。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戏曲学院师生

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真谛
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

郭汉城、杜近芳、尚长荣、马金凤、蔡正
仁、刘秀荣等同志：

你们好！你们老中青少四代师生的来
信，反映中国戏曲学院办学取得的可喜成
果，戏曲艺术薪火相传，我感到很欣慰，向
你们以及全校师生员工致以诚挚的问候！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繁荣发展
戏曲事业关键在人。希望中国戏曲学院
以建校70周年为新起点，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
广大师生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优良传统，
坚持守正创新，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
真谛，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为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
2020年10月23日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回信

前9月海口网络
交易额超千亿元
电商总数超11.1万家
带动29万余人就业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
张期望）10月25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海口市商务局获悉，今年1月至9
月，海口网络交易额实现1170.72
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全省网络
交易额的70.08%。海口11.1万余
家电商带动29.09万人就业，网络
快递包裹数达4489.79万件。

前三季度，海口网络大宗商品及
B2B网络交易额达901.34亿元，占
据 了 前 三 季 度 网 络 交 易 额 的
76.99%。网络零售额实现269.37亿
元，同比增长18.93%，占据全省网络
总交易额的50.64%，较去年同期提
升5.15个百分点。其中，实物型网络
零售额、服务型零售额分别实现
235.82亿元、33.55亿元，在网络零售
额分别占比87.55%、12.45%。

在实物型网络零售额中，食品保
健行业实现124.57亿元，在实物型
网络零售额中占比52.82%，较去年
同期提升8.38个百分点。3C数码
（计算机、通讯和消费电子产品）、美
容护理分别实现交易额30.22亿元、
22.96亿元，在实物型网络零售额分
别占比12.81%、9.74%，成为海口实
物型电商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业电商同样取得不俗的成
绩。前三季度，海口农产品网络零
售额实现 55.99 亿元，同比增长
40.46%，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中，水
果、茶饮、水产分别实现44.80亿元、
4.84亿元、1.98亿元，在农产品网络
零售额分别占比80.02%、8.64%、
3.54%，农产品热销品类中，菠萝蜜、
椰子、莲雾等品类最为热销。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李
磊 昂颖）10月20日至25日，全国人
大常委会海南自贸港法起草工作专
班在海南开展立法调研。调研期间，
工作专班通过实地走访、召开座谈会
的方式，深入了解自贸港建设实践的
需求，充分听取意见建议，为起草好

海南自贸港法打好基础。
调研期间，工作专班分为两个调

研组，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
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郑淑娜，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
村委员会委员王超英率领下，先后前往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洋浦经济开发区、

海南生态软件园、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海口江东新区等地开展调
研。在洋浦经济开发区，工作专班成员
重点了解了开发区产业发展、管理模
式、招商引资以及保税港区发展等情
况，并听取了洋浦在打造海南自贸港先
行区示范区与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

住”管理模式的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
与相关建议。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工作专班成员了解了先行区
产业发展规划布局、医疗技术引进、院
士专家团队打造、配套设施以及落地项
目运营开展等情况。

工作专班还在调研中举行多场座

谈会，听取中央驻琼单位、省直有关部
门以及调研中走访的各市县和园区对
海南自贸港法起草工作的反馈意见。

省委常委、秘书长孙大海参加
10月23日下午在海口举行的座谈
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俊、胡光
辉参加调研活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海南自贸港法起草工作专班在海南开展立法调研

为起草好海南自贸港法打好基础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
罗霞 通讯员陈术颖）海南日报记者
10月25日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
今年前三季度我省新增市场主体
20.1万户，同比增长22.91%。其中
新增企业 9.87 万户，同比增长
106.66%，增速居全国第一。

今年以来，尽管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企业投资海南依旧活
跃。特别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公布后，国内外投资者纷
纷抢抓机遇投资海南。

统计数字显示，6月，全省新增

市场主体超 2.33 万户，同比增长
52.33%；7月，全省新增市场主体超
2.53万户，同比增长36.66%；8月，
全省新增市场主体2.7万余户，其
中企业 1.47 万余户（同比增长
250.76%）；9月，全省新增市场主体
3.83 万余户，其中企业 2.34 万户
（同比增长367.69%）。

截至9月底，全省共有市场主
体109.14万户。其中，企业39.4万
户、个体户69.74万户。

海南重点产业市场主体快速增
多，推动着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今年

前三季度，我省十二个重点产业共新
增 企 业 4.1 万 户 ，同 比 增 长
103.61%。截至9月底，十二个重点
产业共有企业16.7万户，占企业实有
数量的42.39%。互联网产业、现代
金融服务业、医药产业增速较快，分
别 增 长 367.2% 、366.43% 、
221.43%。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
新技术产业三大主导产业共新增企
业9.6万户，同比增长123.19%，各类
要素向三大主导产业集聚的态势更
加明显。

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我省将持续压缩企业开
办的时间、环节、成本，深化“一网通
办”“一窗通办”“一件事一次办”，推
动企业开办“跨省通办”，积极推行
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应用；深
化“证照分离”改革，更大力度推动

“承诺即入制”落地；采取更加灵活
的登记方式服务外商投资企业登
记；全面提升监管执法规范化水平，
打造公平竞争“海南样板”，加大反
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执法力
度，努力构建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
市场环境。

前三季度海南新增市场主体20.1万户
其中新增企业9.87万户，同比增长106.66%，增速居全国第一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全省市场主体快速增多

全省新增市场主体

超2.33万户

同比增长52.33%
6月

全省新增市场主体

超2.53万户

同比增长36.66%
7月

全省新增市场主体2.7万余户

其中

企业同比增长250.76%
8月

全省新增市场主体3.83万余户

其中

企业同比增长367.69%
9月

10月21日，俯瞰海口五源河文体中心二期项目体育馆。目前，体育馆主体结构已封顶，进入
钢屋盖拼装、室内墙体装修施工等阶段，计划2021年底交付使用。

据了解，五源河文体中心二期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体育馆、游泳馆和网球馆，其中体育馆建设总
投资10.9亿元，可容纳1.8万观众座席，具备举办全运会等全国性赛事以及单项国际比赛条件。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五源河文体中心二期项目体育馆

雏形初现展雄姿

本版制图/孙发强

海口网络交易额实现 1170.72亿元
同比增长2.39%
占全省网络交易额的 70.08%

海口电商超 11.1万余家
带动29.09万人就业
网络快递包裹数达4489.79万件

2019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
（集体）名单发布

我省4名个人4个集体受表彰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昂颖）海南日报记者

10月25日从省妇联获悉，全国妇联日前表彰了300名
“2019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和200个“2019年度全
国三八红旗集体”。我省共有4位优秀女性代表和4
个先进集体获表彰。

据了解，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口实验站党委书
记尹俊梅，海南省托老院院长高淑红，海南成美慈善
基金会秘书长刘英子，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院长、
三亚市第九小学校长吕锐等4人获评全国三八红旗
手；海南省琼中女足管理中心、12345海口市服务智
慧联动平台、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旅游审判庭、海南
省人民医院乳腺外科等4个集体荣获全国三八红旗
集体荣誉称号。

省妇联号召全省广大妇女以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
和集体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作为、立足岗
位建功、践行文明新风，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在加快推
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中贡献巾帼力量。

今年1月至9月

金秋的北京，又一次成为全球瞩
目的焦点。

10月26日至29日，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在京召开。

这是意义非凡的高光时刻——
作为重要议题，会议将审议中共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为未来5年乃至15年
中国发展擘画蓝图。

这是逐梦未来的重要里程碑
——

在“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各项目

标任务即将胜利完成之际，中国将推
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
好局、起好步。

百年交汇，谋篇布局。这次会议
的召开和释放的信号，将为中国和世
界发展注入更强大的信心。

凝心聚力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

在鄱阳湖捕鱼20多年后，江西

省南昌市新建区联圩镇下沙头村村
民吴华山“上岸”转行。今年1月1日
起，长江禁渔启动。和吴华山一样转
产的渔民有20多万人。

为全局计，为世代谋。
2016年 1月，“十三五”刚刚开

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
庆召开。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长江经济带发展翻开新篇章。

“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作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
秋大计”，2020年8月31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召开会议， 下转A03版▶

擘画新蓝图 开启新征程
——写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之际

不会用、不敢用、易受骗……

谁来帮老年人
迈过“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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