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晚舟乘中国政府包机昨晚平安抵达深圳——

“祖国，我回来了！”

人民日报评论员：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
（A06版）

9 月 25 日晚，
在党和人民亲切关
怀和坚定支持下，孟
晚舟在结束被加拿
大方面近3年的非
法拘押后，乘坐中国
政府包机抵达深圳
宝安国际机场，顺利
回到祖国。这是孟
晚舟向欢迎人群挥
手致意。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9月25日，2021年首届海南武术节在屯昌开幕，来自全国16个省市68支代表队
的武术健儿来琼展示独具魅力的功夫文化。

图为屯昌新兴中心小学的学生表演五形桩武术操。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全民健身秀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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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堵点 破难题 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吴璟）
今年1月至8月，全省固定资产完成投资
较去年同期增长15.6%，较2019年同期
增长24.2%，两年平均增长11.5%。这是
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统计局了解到的。

产业投资拉动力提升，得益于重点
行业投资发展强劲。产业投资继续发挥
引擎作用，占投资比重明显提升，带动全
省投资较快增长。1月至8月，产业投资
（不含房地产开发）较去年同期增长
38.0%，高出全省投资增速22.4个百分
点，同比增速较1月至7月提高1.6个百

分点；较2019年同期增长94.5%，两年平
均增长39.5%。其占全省投资的比重为
29.9%，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4.9个百分
点；对全省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达61.2%，
拉动全省投资增长9.5个百分点。

房地产开发投资内部结构明显优
化。1月至8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
速较1月至7月回落4.3个百分点；占全
省投资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回落1.6个百
分点。其中，8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
比下降12.3%。同时，1月至8月住宅投
资占比较去年同期下降6.9个百分点；

办公楼投资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2.2个
百分点；商业营业用房投资占比较去年
同期提高0.2个百分点；其他投资占比
较去年同期提高4.5个百分点。

新开工项目建设进度加快，投资支
撑力明显增强。1月至8月，本年新开工
项目729个，完成投资较去年同期增长
25.4%，高出全省投资增速9.8个百分
点；较2019年同期增长27.4%，两年平
均增长12.9%。新开工项目对全省投资
增长的贡献率为30.6%，拉动全省投资
增长4.8个百分点。

重点行业投资发展强劲，新开工项目建设进度加快

今年前8月我省产业投资驱动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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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投资（不含房地产开发）较去年同期增长38.0%
高出全省投资增速22.4个百分点

较2019年同期增长94.5%
两年平均增长39.5%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苏庆
明 刘操 李磊）9月22日至25日，全国
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国经济社会
理事会主席张庆黎，率专题调研组就“坚
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构建新发展格局”
来琼开展调研。其间，省委书记沈晓明
在海口拜会了张庆黎。省长冯飞参加拜
会并在调研座谈会上汇报了海南自贸港
建设进展情况。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参加
拜会并陪同调研。

9月25日上午，调研组在海口召开
座谈会，与有关部门广泛交流，听取意
见建议。张庆黎指出，近年来海南全省
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
和指示批示精神，在打造“三区一中心”
上取得积极成效，自由贸易港建设蓬勃
展开，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贯
彻落实扩大内需战略方面的工作扎实有
效。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从“国之
大者”高度认识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
的重要性。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扩大内
需与提升供给、推动共同富裕、乡村振
兴、扩大外需结合起来，把贯彻党中央关
于扩大内需要求与立足实际、因地制宜
结合起来，切实把扩大内需战略落到实
处。政协组织要当好“智囊团”，架好“连

心桥”，做好“监督员”，为促进党委政府
科学民主决策、助推重大决策部署贯彻
落实发挥积极作用。

在琼期间，调研组深入海口、洋浦、
三亚、陵水、琼海等地进行实地调研。
在三亚海棠区藤海社区居委会，调研组
通过考察基层协商民主议事室、听取介
绍等方式，了解有关情况。张庆黎对我
省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

尚福林、张茅、陈际瓦、徐福顺等
调研组成员，省领导何忠友、孙大海、
周红波、马勇霞、李国梁分别参加有关
活动。

张庆黎率队来琼开展调研
沈晓明拜会 冯飞毛万春参加有关活动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罗霞）
海南日报记者9月25日从海南国际经
济发展局获悉，《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传播影响力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已出炉。《报告》显示，首届消博会广
受关注，在监测期间内310家媒体发布
相关信息，发布报道共约42.8万篇，潜
在触达超110亿人次，总阅读（互动）量
超过232亿次。

本次报告监测周期为今年3月15
日至5月15日，以线上新闻媒体（传统
媒体网络站点、网络媒体、客户端）、新浪

微博、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抖音、快
手）为主要监测平台对象，以中央级媒
体、省级媒体、海外主流媒体为主要监测
媒体对象。

监测显示，首届消博会呈现出中央
媒体、财经媒体、地方权威媒体为传播主
力军，新闻APP及短视频新闻传播平台
表现活跃的主要媒体传播特征。综合来
看，以权威媒体为核心，多渠道、多形式、
全方位传播扩散，助力消博会引发持续
广泛关注。

在国际传播方面，国内媒体的境外

传播以及境外媒体报道共产生国际传
播报道总量逾 2000 条，总阅读量超
8.28亿次，传播范围覆盖超过84个国
家和地区。

从国内传播地域分布看，来自海南、
广东、江苏的关注度最高，浙江、山东和河
南紧随其后，四川、北京、上海次之。从传
播受众人群看，首届消博会受众群体年龄
段主要集中在 30 岁至 39 岁，占比为
56%，其次为 40 岁至 49 岁，占比为
23%。从性别看，受众人群以女性群体为
主，占比62%，男性受众群体占比38%。

《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传播影响力报告》发布

传播范围覆盖超84个国家和地区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记者刘操
通讯员张正金）海南日报记者从9月24
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
艺颁奖仪式暨闭幕式文艺晚会上获悉，
我省选送的舞蹈诗《锦绣家园》荣获最佳
剧目奖。

《锦绣家园》以当代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员辰星与黎族村官阿月相逢于海南天
地山水间，共同描绘梦想蓝图、建设美好

家园为线索，以舞蹈诗的手法演绎海南
各族兄弟姐妹在新时代党的阳光照耀
下，共庆党的百年伟业，共建美好家园的
故事。整台剧目以13个黎族舞蹈串成
《山水相逢》《绘梦黎乡》《共筑家园》上中
下三篇，加上美妙的黎族方言歌曲和优
美的舞姿，给人以美轮美奂全新视觉和
艺术感受。

《锦绣家园》是著名编导、海口市艺

术团艺术总监蒙麓光继歌舞诗《达达瑟》
《黎族家园》之后创作的又一部展现黎族
文化风采的杰作。

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由国
家民委、文旅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政府共同
主办，全国31个省区及新疆建设兵团、澳
门特别行政区共推选了42台剧目，经评
选，10台剧目获最佳奖，15台获优秀奖。

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在京闭幕

黎族舞蹈诗《锦绣家园》获最佳剧目奖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杨龙）
近日，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省委农
办、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海南银保
监局、海南证监局、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等7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海
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从培育壮大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金融服务配套
机制、健全金融服务组织体系等方面，对
做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提出了
具体要求。

《实施意见》指出，大力培育发展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背景下海南农业农村全面
发展的重要途径。做好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金融服务，有助于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提升乡村振兴金融服务质效。

《实施意见》强调，健全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名单发布和信息共享机制，加强
银企对接。银行业金融机构要针对不同
类型、不同经营规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差异化资金需求，提供多样化的融资
方案，为资信良好且符合相应条件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信用贷款支持。积
极推动农业供应链金融创新，对产业化

程度高、扩链增效明显的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可提供订单、仓单、存货、应收账款
融资等供应链金融产品。积极开展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首贷”、无还本续贷。支
持海南省优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上
市（挂牌）、发债、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等
方式从资本市场进行多渠道直接融资。

此外，《实施意见》明确，将服务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作为重点任务，强化组织
推动、要素保障、政策支持、协作帮扶、考
核督导等工作合力。将金融机构服务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纳入银行业金融机构服
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强化结果运用。

海南七部门联合发布意见

鼓励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唐春霞

浇筑混凝土、拍浆、挂网、粉刷墙
面……9月24日中午，文昌市文城镇
清澜钛矿厂海藻养殖场片区棚户区改
造项目（一期）施工现场一片忙碌，眼
看着一栋栋建筑已然成形，正逐步完
善装修工作。

“项目原计划明年 6月 30日竣
工，但从现在的进度看来，预计明年3
月底就能完工！”施工方负责人陈军睿
查看过工期表，高兴地向海南日报记
者表示。

文城镇清澜钛矿厂海藻养殖场片
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是2020年海南省
首批重点项目之一，也是文昌市首个
棚户区改造项目。该项目建成后，将
提升当地群众人居环境和城市品质，
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然而，项目在推进建设过程中由于
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工期一度被延误。

今年6月，海南省“查堵点、破难
题、促发展”活动动员部署会召开后，
文昌市委、市政府迅速行动，坚持问题
导向，把脉问诊重点项目，并以作风建
设为抓手，加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市里多个职能部门密切配合，主
动上门了解企业需求，并给出一系列
扶持政策，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陈军睿介绍，项目建设前期，文昌市资
规、住建等部门专门为项目建设开通

“绿色通道”，加快规划许可证、施工许
可证等手续的申报审批工作；项目建
设过程中，因混凝土浇筑等工序需要
连夜施工，为不耽误工期，文昌市环保
部门“特事特办”审批同意了项目的夜
间施工申请，加快了项目进度；在工序
验收环节，文昌市质监站在确保质量
的前提下，提高效率迅速完成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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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 方宇杰

“不用回老家，在东方就能办理低
保救助申请，真的很方便。”近日，居住
在东方市八所镇东海社区的市民马双
在申请到了低保社会救助资金后，感
慨着说道。

今年 49 岁的马双来自四川，
1990年便到东方入伍当兵，退伍后不
仅在当地组建了家庭，还经营起一家
餐饮店，生活平淡美满。可2017年的
一场重疾让他失去了劳动能力，如今
每月还要为约2000元的医疗费用发
愁。“一直想申请低保，却苦于是外省
户籍，迟迟无法办理。”马双说。

困扰马双的难题，同样也难住了
不少需异地办理事项的当地群众。过
去，非东方户籍人员要申请低保需要
回到户籍所在地办理，来回奔波延长
了救助周期，还增加了群众的经济负
担。低保这一社会救助民心工程，因

“属地管理”制约，不但帮不上忙，还成
了群众的“急难愁盼”事。

为此，东方市民政局结合“查堵
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针对非本地
户籍人员申请社会救助需“异地跑”这
一问题，于8月24日印发《东方市居
住地申办低保等社会救助工作实施方
案》，旨在解决非户籍人员异地纳保难
题，减轻群众负担。

“对在东方市居住的外地户籍群
众，可由居住地政府将其电子信息档
案通过省级、部级社会救助信息系统
转发至申请人户籍地县级民政部门，
再由户籍地县级民政部门协助同步开
展申请人在户籍地的经济信息核
对。”东方市民政局副局长符林红说，
核对后再由东方市民政部门开展入
户核查、审批审核，确认后便可拨付
救助金。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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