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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整顿红黑榜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詹君峰

四周斑驳发霉的围墙，池子里沉淀
发黄的污水，衬上连日来的绵绵阴雨，眼
前这番景象让人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尚
未投入使用的“全新”游泳池。

10月18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屯
昌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在工作人员的带
领下，从场地侧面的泥泞小道一脚深一
脚浅地进入了这个作为中心配套设施的
游泳池场地——屯昌县全民健身活动中
心游泳池项目占地2905平方米，总投资
520余万元，包括一个面积1250平方米
的标准游泳池和一个96平方米的儿童
水池，配套房辅助房屋205余平方米。

该项目2017年9月就已竣工，2020
年7月通过整体验收，而今又过了1年
有余，屯昌百姓还是没能用上这个游泳

池。在烈日和风雨的侵蚀下，露天场地
已显得有些破败。

海南日报记者问：“屯昌人民啥时候
才能用上这个惠民游泳池？”

“项目目前正在进行结算审核，预计
10月底结束。完成后会进行运营方招
标工作，我们计划利用冬季对场地进行
升级改造工作，争取明年春天对外开
放。”屯昌县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工程项目开工后，由于施
工方组织施工不力、开挖过程遇到需要
迁移的高压电缆等原因造成工程建设
缓慢，工程进度严重滞后，计划工期
150天的项目建了1年，于2017年9月
30日完工。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竣工后迎来的
是更加“曲折漫长”的验收过程。由于施
工方竣工资料准备不完善，多次反复修
改都未达到要求，导致到2018年8月项
目才进行初验。初验指出的问题，拖拖
拉拉1年多才完成整改。

2019年10月，屯昌县旅文局作为
业主单位也是项目的第一责任人，向屯
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工程规划验
收，因牵扯该县旅文局另一项目缴纳城
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用的问题，又拖了近
3个月才完成该项目规划验收。

与此同时，施工方在准备验收材料
时，又被相关部门告知全县要进行工程
验收改革，项目须按改革后的程序来准
备材料进行联合验收。由于对改革后
的政策把握不准，许多程序还在摸索，
导致验收过程又被延长。反反复复后，
考虑到该项目立项时间早，相关部门最
终决定，依然按照改革前程序进行验
收。至此，这个小小的泳池才终于等来
了正式验收。

一个民生项目，建设 1年，验收 3
年，结算审核花了大半年时间，本该见证

“速度”的游泳池却成了职能部门工作作
风的“划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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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全民健身活动中心游泳池竣工4年至今未投用

职能部门作风“散”“拖”字成了“肠梗阻”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0月21日致电新西兰新任总
督基罗，祝贺她就任新西兰总督。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国和新
西兰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建交 49年

来，中新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方合作
创造多项“第一”，给两国人民带来实
实在在的利益。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中新双方在疫情防控、经济复苏等方
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我高度重

视中新关系发展，愿同基罗总督一道
努力，秉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
加强对话、交流和合作，推动中新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造福
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向新西兰新任总督基罗致贺电

湾区立南海 当惊世界殊
——习近平总书记谋划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谱写

“一国两制”新篇章
（A13版）

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

（A13版）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陈
雪怡）海南2021年前三季度经济成绩
单公布——省统计局10月21日在新
闻发布会上通报，根据地区生产总值
统一核算结果，前三季度全省生产总
值4508.0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
比增长12.8%，两年平均增长6.8%。

“前三季度，海南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全省经济持续稳定恢复，运
行质量进一步提升。主要指标中农业
生产平稳增长，工业、服务业、投资、消
费品市场保持较快增长，经济发展基
础不断巩固和提升，向高质量发展迈
出扎实的一步。”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结
构逐步优化向好。前三季度，全省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7%，比2019

年同期增长 23.3%，两年平均增长
11%。产业投资（不含房地产开发）较
去年同期增长38.1%，占全省投资的比
重达到29.7%，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
5.3个百分点，投资结构明显优化。

消费品市场较快增长，升级类商
品持续热销。前三季度，全省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1764.63亿元，同比增长
31.9%，比2019年同期增长25%，两年
平均增长11.8%。前三季度，全省商品
零售1559.22亿元，同比增长28.7%，
其中升级类消费品是拉动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

居民收入稳步增加，民生支出保障
有力。前三季度，全省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22735 元，同比名义增长
10%，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
10.1%；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30055元，名义增长9.1%，实际增长

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50
元，名义增长12.1%，实际增长12.9%。
前三季度，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84.70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
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等支
出分别增长7.1%、6.7%、8.6%。

总的来看，前三季度全省经济运
行呈现稳中加固趋好态势，GDP（地区
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等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
增长，市场供给改善，现代服务业等新
动能活力彰显，经济社会稳定向好，经
济高质量发展态势明显。

四季度，全省将立足新发展阶段，
抓好有效投资和招商引资，加快推动
自贸港政策落地见效，抓好民生保障
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确保完成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相关报道见A02版）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经济持续稳定恢复，运行质量进一步提升

前三季度海南GDP同比增长12.8%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周
晓梦 通讯员林柏荣）海南日报记者10
月21日从海口海关了解到，前三季度
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013.5 亿
元，超过去年全年总额，也是海南外贸
历史上，在单个自然年内首次突破
1000亿元，同比增长60.4%，增速快于
同期全国37.7个百分点，连续第二个
月排全国第三位。

海南自贸港系列利好政策成为拉
动海南外贸增长的新引擎。其中，前
三季度，海南出口 241 亿元，增长
27.5%，增速快于全国4.8个百分点；进
口772.5亿元，增长74.4%，增速快于
全国51.8个百分点，全国排名第二位。

海口海关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处

处长鞠春梅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发布以来，一批重要政策逐项
落地见效，海南外贸“朋友圈”进一步扩
大。据统计，东盟和欧盟成海南前两大
贸易伙伴，前三季度，海南与全球179个
国家或地区有贸易往来，较去年同期增
加了18个。其中，对东盟进出口169.9
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16.8%；对欧
盟进出口159.4亿元，增长81.5%；对美
国进出口76.4亿元，增长31.9%。

数据显示，海南外贸氛围日趋浓
郁。前三季度，海南新增备案外贸企业
5831家，增长128%。其中，民营企业
进出口490.9亿元，增长158.5%；国有
企业进出口276.9亿元，增长47.7%。

同时，对外开放平台拉动作用明

显，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出口成倍增
长。前三季度，洋浦保税港区进出口
234.2亿元，增长28.3倍；海口综合保
税区进出口196.8亿元，增长66.9%。
两者进出口增速均显著快于全省总体
增速，对同期全省进出口增长的贡献
率合计高达80%。

消费品进口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增长迅猛。前三季度，海南进口消费
品314.2亿元，增长52.3%，占同期全
省进口商品总值的40.7%。其中，进
口化妆品179亿元，增长32.2%，首饰、
钟表等高档消费品分别增长148.9%
和123.1%。同期，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32.6亿元，增长73.1%，增速高出同期
全省出口总体增速45.6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海南外贸规模超去年全年

进出口值首次突破1000亿元

“高脚”
高手！

10月21日，2021年民体杯全国板鞋竞速、高脚竞速、陀螺比赛在白沙黎族自治县文体中心开赛，在
为期2天的赛程里，13个省、市、自治区代表队将角逐板鞋竞速、高脚竞速、陀螺3个项目共计15个小项的
桂冠。当天，活动组委会还通过海南日报新媒体客户端、闪传相册等方式对这一精彩赛事进行网络直播，
让未能到场的群众也能从“海量”图片及视频中感受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竞技魅力与趣味性。本
次活动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办；白沙民族事务局、白沙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承办。

图为运动员在全国高脚竞速比赛中。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刘杰/文 本报记者 袁琛/图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李梦
瑶）自10月12日我国正式设立海南热
带雨林等首批国家公园后，“国家公园”
成为持续刷屏的网络热词。什么是国家
公园？为什么要设立国家公园？国家公
园设立后普通民众能不能去？针对外界
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10月21日在京举行首批国家公园建
设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一一予以回应。

据悉，我国第一批正式设立的5个
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
涵盖了我国陆域近30%的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植物种类，且均位于中国生态
安全战略格局的关键区域，实现了重要
生态区域的整体保护。其中，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保护面积4269平方公里，
保存了我国最完整、最多样的岛屿型热
带雨林，是全球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
——海南长臂猿的唯一分布地。

“第一批国家公园的正式设立，标志
着我们国家的国家公园体制重大制度创
新落地生根，标志着我们国家公园事业从
试点阶段转向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谈到
未来国家公园将如何运营管理，国家公园
研究院院长唐小平表示，在新时期，国家
公园的建设要牢记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
表性、全民公益性的国家公园三大理念。

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海南采取了一

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海南生物多样
性的保护取得初步成效，生态功能逐步
增强，长臂猿种群数量逐年提升。”海南
省林业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
局）局长黄金城表示，下一步，海南将采
取加强热带雨林的整体保护、开展热带
雨林系统修复、建立更为严格的执法制
度和健全科研和监测支撑体系等四项措
施加强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同时，我省有关部门在会上发出邀
约：“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冬暖夏凉，
风景独特，既是中华民族的世界花园，也
是全国人民的大氧吧，欢迎大家常来海
南观光、旅游和度假。”

（相关报道见A04、A05版）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将从四方面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 加强热带雨林的整体保护 ■ 开展热带雨林系统修复
■ 建立更为严格的执法制度 ■ 健全科研和监测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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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风险治理与应急管理创新实验室揭牌

探索巨灾风险管理的“海南解法”

本报北京 10月 21日电 （记者昂
颖 黄媛艳）10月21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
第九届年会（以下简称年会）暨海归创
新创业海南自贸港峰会媒体推介会上
获悉，年会将于11月22日至24日在海
南三亚举办，以“海归携手自贸港 共享
海南新未来”为主题，其中年会包含开
幕式、主旨演讲、平行论坛、圆桌论坛、

“双创”峰会、实地考察等活动，届时将
有知名专家学者、企业家、留学人员代
表等近千人参会。

欧美同学会党组书记、秘书长王丕
君向与会媒体介绍了年会工作进展的相
关情况。据介绍，此次年会具有参会嘉
宾规格高，平行论坛、圆桌论坛针对性
强，人才、项目对接精准3个特点。其
中，大会精心设计了4场紧扣高质量发
展目标以及与海南自贸港建设紧密相关
的平行论坛，聚焦前沿技术等领域，围绕
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现代生物医药、高新

技术产业、自贸港人才发展等议题展开
深入交流。同时，大会将设置人才、项目
集中签约环节，精准对接海南所需，为海
南发展延揽高层次人才、集聚高科技项
目。此外，针对海南正加快建设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大会创新性地设计了“碳
达峰·碳中和”圆桌论坛，探索海南生态
文明建设新路径。

推介会上，我省介绍了海南筹备年
会暨峰会的工作进展情况及海南自贸港
的建设成就、亮点。据悉，为统筹协调各
方力量办好年会，海南省方面与欧美同
学会共同成立了欧美同学会年会组委
会，下设综合组、卫生防疫组、平行论坛
组、招才引智组、招商引资组、宣传推广
组及城市保障组等7个专项工作组。目
前，各工作组按照“既服务保障年会，又
突出活动实效”的原则，提早谋划、扎实
推进年会相关筹办工作。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
布以来，海南自贸港建设顺利开局、蓬勃

展开，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新的突
破，全省GDP和税收保持稳定增长，主
要经济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新设企
业、实际利用外资、引进人才、离岛免税
购物等均实现翻番，经济在恢复性增长
中实现“开门红”。

目前，海南已收集到众多关于旅游
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等“3+1”重点产业招商项
目信息。借助举办年会契机，海南将着
重做好自贸港政策、环境、区位和营商
环境等优势的宣传推介，突出海南自贸
港独特的税收制度等政策安排，讲好海
南自贸港故事，将年会与重点招商项目
以及重大项目相结合，力争形成一批务
实成果。

据介绍，2012年至2019年，欧美同
学会成功举办了8届年会暨海归创新创
业峰会。近年来，累计与当地达成招才
引智和招商引资合作项目约400个，投
资额约1220亿元。

欧美同学会第九届年会11月在三亚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