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制造业投资已连续11个月大幅增长

其中今年1月至5月投资增长 137.4%
拉动全省工业投资增长39.5个百分点

今年1月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9%
全省工业投资同比增长34.4%

今年1月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9.7%
实现利润83亿元 同比增长260.8%

比全国增速高 177.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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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习近平重视粮食安全的故事

（A12版）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记者王
逸涛 田定宇 张泉）据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1年7月4
日14时57分，经过约7小时的出舱活
动，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密切协同，圆
满完成出舱活动期间全部既定任务，航
天员刘伯明、汤洪波安全返回天和核心

舱，标志着我国空间站阶段航天员首次
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继2008年神舟七号载人飞行
任务后，中国航天员再次实施的空间出
舱活动，也是空间站阶段中国航天员的
首次空间出舱活动。

此次出舱活动，天地间大力协同、舱

内外密切配合，圆满完成了舱外活动相关
设备组装、全景相机抬升等任务，首次检验
了我国新一代舱外航天服的功能性能，首
次检验了航天员与机械臂协同工作的能
力及出舱活动相关支持设备的可靠性与安
全性，为空间站后续出舱活动的顺利实施
奠定了重要基础。（相关报道见A15版）

我国空间站阶段航天员首次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本报讯（记者周晓梦）7月1日，我
省发布《海南省重点监管海湾湾长名单》
（以下简称《名单》），省级总湾长由省委
书记沈晓明、省长冯飞担任，省级副总湾
长由副省长冯忠华担任。

该名单包括省、沿海地级市、沿海县
（市、区）、沿海乡镇四级湾长体系，并明

确由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
行政区域总湾长，沿海各地（含洋浦）总
湾长由本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担任。
《名单》涉及省重点海湾含海口湾、铺前
湾（海口段）、铺前湾（文昌段）、清澜湾、
澄迈湾、边湾等共29处。

今年3月，我省印发《海南省全面

推行湾长制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制
定的目标要求，到2021年底，我省（除
三沙市外）初步建立湾长制责任体系和
工作机制；到2025年，海湾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整治工作基本完成，海洋生态环
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走
在全国前列。

我省公布重点监管海湾湾长名单

本报海口7月 4日讯 （记者陈蔚
林）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
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潭门海上民兵连副
连长王书茂获颁“七一勋章”的消息振奋
人心。连日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主要媒体对王书茂
事迹进行了宣传报道，掀起学习热潮，汇
聚精神力量。

在对王书茂事迹的报道中，中央主
要媒体围绕他在南海维权斗争中冲锋在
前，坚决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
以及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村民
发展休闲渔业，共同实现脱贫致富的故
事展开叙述、提炼精神。

人民日报在要闻版《奋斗百年路 启

航新征程之“七一勋章”获得者》子专栏
刊发的《红心永远向党》中写道，凭借对
南海风浪、岛礁极为熟悉的优势，民兵连
一直是南海岛礁建设的重要力量。自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兵连先后出动
渔船 580 批次，为部队抢运建筑材料
200多万吨，南沙的礁石上留下了潭门
海上民兵连的汗水与足迹。

新华社“新华全媒+”采取视频+文
字+图片采访形式，推出全媒体报道
《“七一勋章”获得者｜为国护海模范王
书茂：永远红心向党》，得到各媒体平
台的转发。报道描述了王书茂等人爱
国护海的生动细节：20世纪90年代以
来，潭门渔民正常作业经常遭到部分
周边国家的无理驱赶、袭扰和抓扣，要
求他们在所谓的“认罪书”上签字。面
对威逼利诱，没有一个潭门渔民这么

做。一次次被无理抓扣激发着潭门人
骨子里的爱国之情，他们积极踊跃地
加入民兵连，投身南海维权斗争、南沙
岛礁建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新闻联播》节
目的《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之“七一
勋章”获得者》专栏下，播出《“护海模范”
王书茂》综合报道；在中国之声《新闻和
报纸摘要》栏目的系列报道《奋斗百年
路 启航新征程·“七一勋章”获得者》播
出《为国护海模范 南海老船长王书茂》
综合报道。报道称，为了让老百姓都能
捕到“致富”这条大鱼，王书茂带着渔民
上岸转产，闯出了一条养鱼产业和休闲
旅游相结合的路子。今年，王书茂当选
为潭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如何
让2000多村民靠海富起来，他开始谋划
建设“海洋牧场”。

央媒集中报道“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书茂

掀起学习热潮 汇聚精神力量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吴兰枝 陈玉勇）海南日报记者7月
4日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随着自
贸港建设的推进，工业生产恢复等因素
影响，今年以来，全省工业保持持续增
长。尤其在自贸港政策利好驱动下，海
南制造业投资已连续11个月大幅增长，
其中今年1月至5月投资增长137.4%，
拉动全省工业投资增长39.5个百分点。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全
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9%。全省工业投资同比增长34.4%。
制造业工业投资方面，石油加工业、医药
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农
副食品加工业、机械和设备修理业（飞机
维修）5个行业共拉动工业投资增长
32.4个百分点，海南炼化乙烯、飞机维修
等大项目的投资增长带动作用明显。

我省工业效益逐步回升，部分指标
优于全国。今年1月至5月，全省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9.7%；特别是在石油、化工、医药、造

纸、铁矿石采掘等重点行业利润大幅增
长带动下，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
83亿元，同比增长260.8%，比全国增速
高 177.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利润率
8.65%，比上年同期提高5.78个百分点，
比全国高1.54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工业重点行业总体向好，
全省35个工业行业大类共有26个行业增
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为74.3%。电力、
医药、非金属矿物制品、农副食品加工、
纸浆、汽车等重点行业均取得较快增长。

受自贸港政策利好驱动，海南前5月工业投资同比增长34.4%

我省制造业投资连涨1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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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金昌波）
近日，省委副书记李军到海口市，就乡村
振兴、农村裸露土地绿化、基层党建等工
作进行调研。

在永兴镇永德村，李军详细了解当地
发展荔枝、黄皮、波罗蜜产业、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和特色民宿情况，与基层干部、
民宿经营者深入交流，鼓励他们大力发展
生态循环农业、特色种养、民宿、共享农庄
等，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条，多渠道增加农
民收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下转A02版▶

李军到海口调研乡村振兴
和农村裸露土地绿化等工作

继往开来的世纪伟业
——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时刻

（A14版）

洋浦：

壮大产业链 打造“千亿级”
近日，位于洋浦经济开发区的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灯火

辉煌，生产繁忙。近年来，洋浦不断壮大石化产业链，一批上下游化工项
目落地建设，助推洋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 本报记者 良子 李磊 刘操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在驻琼部队官兵和公安干警、消防指战
员中引起热烈反响。

广大官兵和公安干警、消防指战员
通过收看直播、组织讨论、撰写心得、重
温入党誓词等形式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他们纷纷表示，将认
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全力维护祖
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海南自贸港
建设保驾护航。

“省军区全体部队官兵将坚决履行
好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全面贯彻新时代党
的强军思想，聚焦备战打仗，做好随时应
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省军区党
委负责人表示，省军区将不断完善国防
动员体系，不断提升国防动员备战打仗
核心能力，不断加强后备力量建设，不断
推进新时代省军区全面建设高质量高标

准高要求发展，不断开创国防动员建设
新局面。

“我们要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为动力，把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
力和练兵备战的具体行动。”刚刚被表彰
为全军优秀共产党员的南部战区海军航
空兵某团团长刘志华表示，作为一名共
产党员，就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不懈奋斗，这是初心，更是使命！“我们
更需以史为鉴，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
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不断
增强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不断增强
斗争本领。”

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某机步连作
为琼崖纵队保留下来的唯一一支红军连
队，先后打响了全琼武装总暴动第一枪、
琼崖军民抗日第一枪以及接应渡海大军
解放海南第一枪。该连连长罗海明在党
小组会上说：“一定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焕发的政治热情，转
化为研战务战、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在
本职岗位为党旗军旗增光添彩，以砥砺前
行的奋斗姿态，转化为建设稳固海防的

强大动力。”
7月1日，驻守在三沙永兴岛的海口

支队机动四中队学习室内一片热火朝
天，官兵们通过直播收看大会盛况后，纷
纷起身谈感想话体会——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海南建省
办经济特区，城市面貌发生了新变化，随
着自贸港建设，海南必将成为中国的一
张靓丽名片，我们一定要认真履职尽责，
守护好‘第二故乡’。”“作为一名特区官
兵，我们无比自豪，我们一定要锐意进
取，敢于创新，练就过硬本领，坚决完成
各项任务。”“强国必先强军，军强国才能
安，作为南海前哨，我们必须时刻枕戈待
旦，坚决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

讨论结束后，刚刚被评为“武警部队
优秀共产党员”的中队指导员应俊带领
官兵来到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前，重温
入党誓词并开展了一场随机教育：“作为
驻守在祖国‘南大门’的前沿哨位，我们
责任重大，我们要牢记使命责任，认真履
行职责，保持忠诚本色，在强军兴军的伟
大征程中书写青春华章。”

海南海警局党委书记徐发军表示：
“广大海警人员将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下转A02版▶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在驻琼部队官兵和公安
干警、消防指战员中引发热烈反响

全力维护祖国利益 为自贸港建设护航
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彭青林 郭萃

李艳玫 高懿

在开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
动中，海口、三亚、澄迈等市县相关部门
主动深入生产经营一线，了解企业需求，
打通项目堵点，持续推动改进干部作风
和优化营商环境。

指挥部也是“服务部”
“敬业正直，诚心为企，服务企业，实

干兴邦。”这是海口市龙华区坡博、坡巷
片区棚户区（城中村）项目指挥部（以下
简称龙华区坡博坡巷棚改指挥部）一面
锦旗上的字。

锦旗背后，是为企业化解项目推进

难题的故事。
“多亏了指挥部的主动服务、积极协

调，我们项目才得以顺利推进。”6月30
日，海口龙湖光年项目负责人将锦旗送
到了龙华区坡博坡巷棚改指挥部。

据介绍，海口龙湖光年项目是涵
盖天街购物中心、空中商铺、生态商
业步行街、写字楼、星级酒店等在内的
全业态商业综合体。海南日报记者在
项目现场看到，近百台大型机械正在
忙碌， 下转A03版▶

海口、三亚、澄迈等市县着力打通项目堵点

为企业服务 为发展提速

7月4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屏拍摄的两名航天员在舱外工作场面。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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