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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本报海口11月 20日讯 （记者李
磊）11月18日，琼港经济合作发展咨询
委员会成立暨聘任仪式在海口举行。全
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出席仪式并应邀担
任琼港经济合作发展咨询委员会顾问。
省委书记沈晓明拜会梁振英并为咨委会
顾问、委员颁发聘书。省长冯飞、省政协
主席毛万春参加相关活动。

为更好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提出的“加强与东南亚国家交
流合作，促进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
这一重要任务，凝聚琼港双方力量，推动
琼港深度合作，海南省政协特成立琼港
经济合作发展咨询委员会。

梁振英在致辞中表示，咨委会的成
立标志着琼港经济合作有了新的常设机

制。咨委会聘任来自香港各相关领域有
代表性的专家、学者和权威人士，集思广
益，接受海南省的咨询，共同形成符合琼
港实际条件和实际需要，有前瞻性、全域
性、操作性的建议和意见，并通过香港向
世界讲好海南故事。相信咨委会和各位
委员将充分发挥参谋和“超级联系人”作
用，促进琼港两地优势结合，有效有序发
挥双方智慧力量，拓宽合作渠道，共享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红利。

沈晓明在仪式前拜会了梁振英，双
方表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和粤港澳
大湾区同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
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琼港
两地来往密切、互补性强，联动发展具备
坚实的基础、广阔的前景和巨大的潜

力。下一步，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利用
好咨委会这一平台，深入挖掘合作潜力，
科学遴选重点项目，促进海南自由贸易
港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推动琼港
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在成立仪式前举行的琼港经济合作
发展推进工作汇报会上，冯飞向梁振英
一行介绍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和琼港经济
合作工作情况。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海南国际
经济发展局、海口市人民政府分别汇报
了琼港经济合作发展示范园区、钻石珠
宝首饰业、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会展业合
作等工作进展情况。

省领导苻彩香、孙大海、倪强、李国
梁出席上述活动。

琼港经济合作发展咨询委员会
成立仪式在海口举行

梁振英出席 沈晓明拜会并颁发聘书 冯飞毛万春参加相关活动
本报海口11月 20日讯 （记者刘

操）11月18日至2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
梁振英率队来琼考察调研，并开展琼港
经济合作工作专班分组对接活动。省政
协主席毛万春参加有关活动。

18日到19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梁
振英率考察调研组一行分别前往海口江
东新区规划展示中心、琼港经济合作发
展示范园区、海口市国际免税城项目，三
亚国际免税城等地进行实地调研，详细
了解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园区产业发展、
城市规划等情况。

11月20日上午，琼港经济合作发

展咨询委员会分成四个小组，围绕琼
港经济合作发展示范园区，金融、新型
离岸贸易，人才、医疗卫生合作，会展、
旅游、零售、钻石珠宝首饰业等四个方
面与琼港经济合作发展推进工作专
班进行座谈对接，共商琼港经济合作
对策。

梁振英在参加琼港经济合作发展示
范园区对接组会议时指出，在琼港经济
合作发展示范园区建设中，要进一步规
划好园区，突出香港特色，吸引香港企业
和人员参与到示范园区建设。要向香港
企业密集开展宣传，介绍好海南的优惠

政策。要充分发挥好商会作用，推进港
企落地海南。

在总结会上，四个小组与会人员
分别介绍了各组对接洽谈情况。梁振
英表示，琼港经济合作工作专班分组
对接活动进展顺利，琼港经济合作发
展咨询委员会委员们纷纷认为琼港之
间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希望琼港进一
步加强沟通，建立机制，充分发挥琼港
经济合作发展咨询委员会的作用，推
动琼港两地合作，做到海南所需，香港
所长。

省领导李国梁参加相关活动。

梁振英来琼考察调研
在琼期间开展琼港经济合作工作专班分组对接活动，毛万春参加相关活动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记者邱江
华）11月20日上午，2021年海南自贸港
大讲堂（第13场）在海口举行，中国探月
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
航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常委吴伟仁应
邀作专题讲座。省委书记沈晓明、省长
冯飞、省委副书记李军等现职省级领导
参加学习。

讲座中，吴伟仁以“我国航天事业发
展与展望”为主题，结合自己多年从业经
历，分析了世界航天的新态势，介绍了中

国航天的新进展，总结了我国月球与行
星探测等重大工程新成就，并展望了航
天强国新征程的奋斗目标。他表示，当
前，商业航天发展迅猛，市场需求旺盛，
潜力巨大。海南具有明显的航天发射优
势和自贸港政策优势，发展商业航天特
色明显、优势突出。海南应在加快推进
文昌国际航天城建设、发展航天与数据
应用国际化产业、加强高水平航天人才
培养等方面不断发力。

听讲人员普遍认为，这是一堂内容

丰富、别开生面的航天课，既有对行业总
结性的梳理，又有对产业前瞻性的思考，
深入浅出，脉络清晰，视野高阔，角度专
业。让大家对航天强国建设的新形势、
新任务、新要求有了更深的认识，对海南
航天发展的新机遇、新挑战有了更深的
理解。

本场大讲堂以视频会议形式进行，
主会场设在省委党校新校区，各市县和
洋浦经济开发区、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
局设分会场。

2021年海南自贸港大讲堂（第13场）举行
沈晓明冯飞李军参加

本报五指山11月20日电（记者易
宗平）11月10日至11日，省委副书记李
军来到五指山市，就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厕所改造等工作
进行调研。

在五指山市水满乡，李军参观了有机
茶生态观光园和车间，对以“公司+专业
合作社+农户”模式带动农户发展，帮助

农民持续增收实现脱贫致富给予肯定。
在毛阳镇毛兴村和唐干村，李军实地查看
常年瓜菜大棚示范基地和红色村庄建设，
随机走访脱贫户、监测户，仔细排查家庭
收入、厕所改造、“三保障”落实等情况。

李军指出，要严格对标对表国家有关
要求，加强整改、补齐短板，抓细抓实防止
返贫监测帮扶， 下转A02版▶

李军在五指山市调研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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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金江11月20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张光明 张治 王超）加满
燃料的LNG（液化天然气）动力船缓缓
驶离港口，带起微微碧波，没有一丝异
味、一缕油烟。11月20日，澄迈中海
油马村码头，由中国海油气电集团建
设运营的我国首座沿海LNG船舶加
注站宣布正式投运。

据悉，该加注站的投用填补了国
内沿海LNG船舶加注站的空白，为我
国推广海洋船舶应用LNG起到示范

引领作用。用LNG作为船舶动力燃
料，具有绿色低碳、燃料成本低、推进
效率高、性能优越等优势。据测算，相
比燃油，船舶以LNG为动力，每年可
减少排放硫氧化物、悬浮颗粒物
100%，氮氧化物90%，同时降低燃料
成本。

目前，中国海油正以“气化长江”
“气化珠江”“气化运河”“气化沿海”为
目标，与各地政府积极合作，全力推动

“绿色航运”产业发展，LNG动力船舶

的推广对于持续改善沿海和内河城市
空气质量，保护内河和海洋环境具有
重要作用。

中国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咨询评
估中心主任魏华表示，推广LNG动力
船舶，可以有效降低船舶硫氧化物、氮
氧化物的排放，更好地保护海南大气
环境和南海海洋环境，未来发展潜力
巨大。“马村LNG船舶加注站的投用
为未来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下转A02版▶

为推广海洋船舶应用LNG起示范引领作用

我国首座沿海LNG船舶加注站在琼投运

11月20日，航拍在海南马村LNG船舶加注站加注燃料的船舶。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本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杜韶
光）2019年7月14日至8月14日，中央
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我省开展了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并于
2020年 5月9日向我省反馈了督察报
告。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牢记

“国之大者”，做到“两个维护”，以强烈
的政治责任担当，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整改工作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重要批示精神的实
际行动，切实采取有力措施，对标对表

狠抓整改，推动整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
成效。按照要求，现向社会公开海南省
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主要
情况。

截至2021年6月，中央第三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反馈的44个问题190项
具体任务，已基本达到整改进度要求。
其中，已达整改期限要求的91项整改
任务，已完成整改89项，其他整改任务
正在全力推进。督察组交办的3877件
群众举报件，已办结3833件，阶段性办
结44件。

牢记“国之大者”，以高度
的政治自觉抓好整改工作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省委、省政府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重要批示精神，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
海南的“国之大者”，把督察反馈问题当
成政治“必答题”，当成是否做到“两个维
护”的试金石，以硬作风、硬责任、硬举措
不断增强整改落实能力， 下转A02版▶

我省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郭萃 特约
记者李灵军 通讯员庞亚婷）近日，随着

“华茂369”轮靠港装卸，洋浦国际集装
箱码头吞吐量取得100万标箱的历史
性突破，达到100.0114万标箱，同比增
长 39%，其中外贸箱量逆势增长
60%。这是该码头2016年开港以来首
次突破100万标箱，标志着洋浦建设西
部陆海新通道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
取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果。

今年，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结合洋
浦内外贸同船运输、保税油加注等自贸
港政策落地，新打通了连云港、钦州港
两组内外贸同船运输路径，并开通了洋
浦/海口至防城港的“散改集”快线，有
力促进了集装箱货源集聚。11月9日

开通的中远海运FCE印度洋航线，是
洋浦继2020年9月开通海南自贸港首
条洲际越洋航线后迎来的又一条远洋
洲际航线，为推动远洋国际干线布局和
运力大型化升级奠定了基础。

去年6月29日开工、目前已建成
投用的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起步工程
能力提升项目，通过改造堆场，增加场
桥吊、岸桥吊以及远控设备，实现场桥
堆场覆盖范围内远控作业占比达
91%，大大提高了堆场的合理利用
率。“明年争取实现场桥堆场覆盖范围
内远控作业占比100%，单箱效率突破
2分钟。”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
司有关负责人说，目前洋浦国际集装
箱码头单日最高作业箱量达7170标

箱，单月最高达12.55万标箱，码头集
装箱的年装卸能力从65万标箱提升
至160万标箱。

在西部陆海新通道海国家战略和
海南自贸港航运政策的双重利好推动
下，洋浦的航运产业高速发展。目前洋
浦集装箱航线已开通35条，其中外贸
航线14条，内贸航线21条。今年前三
季度，洋浦累计完成集装箱量97.54万
标箱，同比增长40.75%，其中外贸集装
箱为22.58万标箱，同比增长68.36%。

据介绍，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计
划12月初投放36部纯电动新能源牵
引车进入生产作业，积极构建智慧、绿
色新港口，为海南自贸港可持续发展
贡献洋浦航运力量。

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吞吐量突破100万标箱
11月20日朝霞中的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新机坪塔台。当天上午8时许，该塔

台和机场新运行控制中心正式投运。作为美兰机场二期投运先导项目，控制中
心和新塔台将为美兰机场二期投运开启“加速度”。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美兰机场新塔台启用

■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安蓓

“作为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新探索、新
实践，8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实
打实、沉甸甸的成就。”

19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习近平
总书记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令与会人员备受
鼓舞。

2013年秋，习近平总书记西行哈萨
克斯坦、南下印度尼西亚，洞察大势、
统揽全局，先后创造性提出建设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
大倡议。

8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为务实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先后于 2016 年和
2018年两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相关
座谈会，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
发展转变，将这幅“大写意”细心绘制成
精谨细腻的“工笔画”。

8年来，“一带一路”这颗梦想的种
子成长为参天大树，结出累累硕果。在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为各国开创
出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机遇之路。

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历史交汇点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加速演变，中央决定召开第三次“一
带一路”建设座谈会，回顾总结8年来取
得的重大成果，分析研判新阶段面临的
新形势，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重点工作任务，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
不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19日上午的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温
暖如春，来自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
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 下转A02版▶

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侧记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
本轮疫情做出最新研判——

整体进入扫尾阶段
仍需警惕疫情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