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看酷炫
无人机灯光秀

4月18日晚，400架无人机“划破”海口万绿园的夜空，“舞”出
一场流光溢彩的视觉盛宴。

本次无人机灯光秀表演是“万绿园无人机全年秀”活动首场表
演，时长为10分钟，400架无人机通过队形的变化，在夜空中呈现出
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标识等各种图案，为市民游客奉献了一
场精彩的表演。 （网友供图）

文/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任桐 姚皓

400架无人机
灯光“秀”海南

一季度,全省售电量67.2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0.17%

第一产业售电量同比增长7.08%
其中农、林、畜牧业用电
分别同比增长

17.97%、26.11%和56.34%

第二产业售电量同比增长23.45%
较上年同期高

32.94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用电量累计同比增长28.07%
其中住宿和餐饮业电量较上年同期

高76.41个百分点

制图/陈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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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博鳌4月18日电（记者罗霞）
4月18日，以“世界大变局：共襄全球治
理盛举 合奏‘一带一路’强音”为主题的
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拉开帷幕，来
自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会嘉宾一同拨
动“博鳌时间”，为促进亚洲乃至世界共同
发展提供“博鳌方案”，贡献“博鳌智慧”。

为期4天的本届年会，是今年世界上
首个以线下会议为主的大型国际会议，
2600多名代表和1200多名记者参加年
会。年会设置了60余场活动，大体分为

“解读中国”“把握世界变局和亚洲的发展
大势”“一带一路合作”“拥抱产业变革”

“与新技术共舞”和“共享发展”六大板块。
18日，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新

闻发布会暨旗舰报告发布会、博鳌亚洲论
坛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首届大会新
闻发布会、“中小企业的生存之道”“健康
丝绸之路”“数字支付与数字货币”等活动
一一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主题，畅所欲
言，共话发展，为探讨疫后世界发展、完善
全球治理提供重要的“亚洲视角”。

本届年会上，中国-东盟省市长对话、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岛屿经济分论坛、全
球自由贸易港发展趋势分论坛、面向
2030年的减贫与乡村可持续发展分论坛
等四场海南主题分论坛活动将举行。年
会期间，博鳌亚洲论坛主题公园和博鳌亚
洲论坛成立20周年回顾展将对公众开
放。“美丽乡村会客厅”系列招商引资活动
18日开场，省领导同与会嘉宾在琼海博鳌
美丽乡村进行“一对一”洽谈。多场“一对
一”洽谈活动将在年会期间陆续举行。

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召开
来自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会

本报海口4月 18日讯（记者况昌
勋 金昌波 特约记者王江顺）4月15日
至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张军就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开展
好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在
海南检察机关进行调研督导。其间，省
委书记沈晓明在海口拜会了张军，并参
加有关调研活动。省长冯飞参加拜会。

张军一行先后来到海南省检察院、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检察室、五指山市检
察院等单位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详细了
解海南检察工作情况，听取许俊、吴月、
符宣朝、杨莹、陈飘、符小琴等全国人大
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海南检察

机关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
检察自觉，把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的提升落实到检察履职办
案中，扎实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更好服务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调研中，张军围绕把习近平法治思
想落实到基层，“补短板”“强弱项”，更
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对海南检察
机关提出明确要求。一要抓实“关键少
数”，配齐配强各级检察院领导班子，增
强领导班子凝聚力，推动“一把手”扛起
政治责任、法治责任，以上率下，解决好
整体队伍“精气神”的问题。二要坚持

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与
日常检察工作两不误、两促进，认真分
析每个检察院履职发展遇到的问题和
主要矛盾，结合“四大检察”“十大业
务”，深入查找“人”的状态问题，做到有
的放矢，把政治建设、业务建设融为一
体。三要抓好科学管理，在法治思维指
引下，以符合司法规律的“案-件比”引
领促进检察工作从“做起来”到“强起
来”；在强基导向指引下，以检察人员业
绩考评机制倒逼基本能力提升，促进检
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省领导何忠友、刘星泰、孙大海、张
毅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张军在海南调研时强调

抓实关键少数 抓住主要矛盾 抓好科学管理
以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

沈晓明冯飞参加有关活动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朱玉
刘飞）海南日报记者日前从南方电网海
南电网公司获悉，全省第一季度售电量
和新能源消纳表现突出，售电量67.2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0.17%；水电、风
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上网电量同比
增长42.48%，实现清洁能源全部消纳。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前期的低温和
后期的高温天气拉高了省内调温负荷需
求增长，“就地过年”政策也带动了第二

产业快速复工复产，在上一年受疫情影
响低基数的基础上，第一季度售电量保
持高速增长。

电力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从海南
一季度用电量成绩单来看，经济指标总
体向好的趋势明显。“一季度第二、三产
业售电量均出现高速增长，是全社会用
电增长的最主要拉动因素。”海南电网公
司市场营销部相关负责人说，全省18个
市县售电量增速超10%。

据分析，一季度第一产业售电量同
比增长7.08%，其中农、林、畜牧业用电
需求增速较高，分别同比增长17.97%、
26.11%和56.34%。

随着自贸港建设加快，重点项目开
工建设增多，“就地过年”政策缩短停工
时间，水泥制造、建筑业等用电需求旺
盛，拉动第二产业售电量快速增长，同比
增长23.45%，较上年同期高32.94个百
分点。 下转A08版▶

售电量同比增长20.17%，清洁能源上网电量增长超4成

海南一季度售电量保持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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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 18日讯（记者况昌
勋 邵长春）4月18日，国务院国资委和
海南省委、省政府在海口召开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奋力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座谈会。国务
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省委书记
沈晓明，省长冯飞出席并讲话。

冯飞介绍了央企参与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和自由贸易港建设情况。41
位央企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中核
集团总经理顾军、中海油集团董事长汪
东进、南方电网董事长孟振平、中远海运
集团董事长许立荣、中化集团董事长宁
高宁、招商局集团总经理胡建华、中交集
团董事长王彤宙等央企代表先后作交流
发言。

郝鹏充分肯定三年来央企与海南取

得的合作成果。他强调，国务院国资委
和央企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胸怀“两个大局”、心系

“国之大者”，把支持海南发展作为践行
“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立足海南所需、
发挥央企所长，不断深化同海南的合
作。要加强战略谋划，推动规划对接，服
务国家战略，共同打造海南高质量发展
新典范。要坚持创新引领，加大科技投
入，加快产业升级，优化项目建设，共同
提升海南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发挥海
南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深化国企改
革，共同激发海南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要真情融入海南，切实履行好经济责任、
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共同创造海南高
质量发展新成果。

沈晓明感谢国务院国资委和央企对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自由贸易港建
设的大力支持，希望围绕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不
断开创合作发展新局面。他说，从制度、
政策、区位等层面看，海南自由贸易港均
处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汇点上，这为海
南与央企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建议双方
站位全国大局，立足海南实际，着眼长远
谋划，强化项目支撑，统筹兼顾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深入务实开展合作，共同落
实重大国家战略。海南将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完善党建协同机制，健全工作对接
机制，着力破解问题，加大保障力度，为央
企在琼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秘书长彭
华岗，省领导沈丹阳、孙大海、刘平治、倪
强参加座谈会。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奋力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国务院国资委率40多家央企同海南座谈

郝鹏沈晓明冯飞讲话

本报海口4月 18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张丽 藏会彬）首届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即将举行，海南省发展控
股有限公司将组织上千款全球精品整体
展出，为打造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的
重要平台贡献海控力量。

海南控股统筹全球供应链资源，旗
下全球消费精品（海南）贸易有限公司邀
请组织了来自欧美、澳大利亚、新西兰、
日本、韩国、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200多个国际品牌参展消博会，展
品达上千款。

“去年下半年以来，在紧张筹备全球
精品（海口）免税城开业的同时，我们积极
对接品牌供应商，策划各品牌臻品在消博
会首发上线。”全球消费精品（海南）贸易
有限公司总裁郑向军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多款设计师的时尚新品将在消博会期间
进行首发。同时，围绕“保税展示、批发交
易、免税零售”三大功能，力争让更多展品

变商品、展商变投资商，形成高端消费品
在海南生产、销售、展示、结算、维修的全
产业链格局。

据介绍，依托于自贸港大背景下海
南独有的离岛免税等开放政策，海南控
股充分发挥省属投资平台资源优势，结
合全球精品免税城筹建和“一岛四地”等
商业规划，与省经发局和组委会联合开
展全球招商，吸引更多品牌和品类的全
球精品落地海南，形成全球消费精品交
易集散地和全球免税购物天堂，实现从

“买全球、卖全球”到“全球买、全球卖”的
升级发展。

海南控股将组织上千款全球精品亮相消博会
多款时尚新品将在琼首发

关注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近日，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
政厅联合印发《海南省关于加快全生物
降解材料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试
行）》（以下简称《措施》），旨在积极培育
全生物降解材料新型产业，加快形成从
生产到分配、销售、消费的完整产业链，
推动全生物降解材料产业健康发展。

《措施》指出，我省将采用阶段性奖
励支持方式，对全生物降解材料企业年
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超过1亿元、3亿元、

5亿元、10亿元的企业，每上一个台阶分
别给予一次性100万元、300万元、500
万元、800万元奖励。

《措施》从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拓宽
融资渠道、支持组建产业联盟、加强质量
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技术工人培养、支持
技术融合创新攻关、支持推广应用等方
面，提出了具体支持措施。

其中，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方面，将全
生物降解材料产业关联项目建设纳入省
重点产业扶持范围给予支持，结合可降

解材料产业发展情况，制定合适的年度
“对赌”标准，具体由省行业主管部门按
照省重点产业扶持的有关规定执行。

拓宽融资渠道方面，将加大对全生
物降解材料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创新
金融产品和服务，拓宽抵质押物范围，支
持知识产权、股权、应收账款、订单等抵
质押融资，加大流动资金贷款等经营周
转类信贷支持。

《措施》自公布之日起试行，试行期限
为三年。

我省加快推动全生物降解材料产业健康发展
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首超1亿元奖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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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设置7个定点接种单位

为港澳台同胞、外籍人士接种新冠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