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海南日报客户端 海南日报官方微信 新海南客户端

读
懂
海
南

看
我
们
的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1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邮发代号：83-1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晴间多云 夜间 多云 风向风速 东北风4级 温度 最高24℃ 最低18℃ 海口市空气质量：二级良，细颗粒物（PM2.5）21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举报：966123 邮箱：hnrb_xfjb@163.com 订阅热线：66810505 邮发代号：83-1

H A I N A N D A I L Y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星期一 国内统一刊号CN46-0001 /今日28版
南海网 www.hinews.cn www.hndaily.com.cn

辛丑年十一月初三 初四大雪 2021年12月

1950年5月7日创刊/ 海南日报社出版/ 第23800号 6

A03

新华社北京 12月 5日电 12 月 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向“2021从
都国际论坛”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人类正经历
罕见的多重危机。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
性问题和挑战，我们应该坚持开放包容、
协商合作，坚持和维护多边主义，积极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要同舟共济，践行真正的
多边主义。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
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
由各国共同掌握。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
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
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弘扬和平、发
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
价值。

——我们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全
球治理体系。要立足世界格局变化，在
广泛协商、凝聚共识基础上改革和完善
全球治理体系。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大
方向，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
代表性和发言权，努力推动全球治理体
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我们要聚焦行动，落实好全球
合作议程。我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构建

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希望各方积极参
与。要坚持发展优先，推进减贫、抗疫和
疫苗、发展筹资、绿色转型、互联互通等
领域合作，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
包容新阶段。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就是坚持胸怀天
下，始终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中国支持
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将坚定维护
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坚持
互利共赢，坚持求同存异，坚持公平正
义，坚持合作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
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向“2021从都国际论坛”
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本报讯（记者李梦楠）日前，省委副
书记李军到三亚市就共享农庄建设进行
调研。

在大茅远洋生态村，李军向共享农
庄项目经营者详细了解项目规划、产业
发展、日常运营等情况，并实地察看现代
农业产业园、房车露营地、共享果园、叶
菜工厂等产业配套，对农庄采取“企业+
农户+合作社”的共享模式，通过村企融
合，辐射带动大茅村发展热带高效农业、
民宿产业，盘活农村闲置房屋和土地，使
土地增产、村民增收的做法表示肯定。
在博后村，李军走村入户，与村干部、民
宿经营者、村民、游客等深入交流，询问

了解民宿经营及带动农民就业增收等情
况，希望博后村加强村庄规划管控，有序
发展民宿业态，保留乡村田园特色。

调研中，李军指出，建设共享农庄是
发挥海南农业农村优势、推动乡村全面
振兴的重要途径。要坚持规划先行，将
项目与国土空间规划、村庄规划、产业规
划等进行有效衔接。突出农业特色，充
分挖掘农业的多功能性，推进农业与旅
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满
足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促进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农村生产生活生
态“三生同步”。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下转A02版▶

李军到三亚调研共享农庄建设

本报三亚12月5日电（记者黄媛
艳）“探索一号”TS-21-2航次12月5日
顺利返回三亚南山港，航次期间“奋斗
者”号载人潜水器23次下潜圆满完成系
列科考任务，并采集了一批珍贵的深渊
水体、沉积物、岩石和生物样品。

按照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专项”及海南省
科技计划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联合项目等
任务部署，“探索一号”TS-21-2航次历

时53天，开展了“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
2021年度第二航段的常规科考应用。
航次期间“奋斗者”号共下潜23次，其中
6次超过万米，在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
深渊”最深区域进行科考作业，进行了包
括“悟空”号全海深AUV、全海深玻璃
球和声学释放器等深海仪器装备的万
米海试。

航次期间，参航科学家团队共同发
起《马里亚纳共识》倡议，建立深海科考

标准化平台体系，实现深海科考样本和
数据的长期保存与共享，支撑深海国际
大科学合作。同时，启动“马里亚纳海沟
生态环境科研计划”，邀请国内外研究学
者加入其中，围绕马里亚纳万米深渊科
考，协力攻坚深海地球科学系统的形成
与演化、生命起源与环境适应、生物多样
性与气候变化等重大科学问题。

来自全国7家单位的17名科技人员
首次参加“奋斗者”号下潜，下转A02版▶

“探索一号”完成任务顺利返航靠泊三亚
航次期间“奋斗者”号23次下潜完成系列科考任务

12月5日，“探索一号”顺利返回三亚南山港，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并采集了一批珍贵的深渊水体、沉积物、岩石和生物
样品。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王康宏 图/文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按照推进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办公
室工作安排，12月3日上午，国家发展
改革委地区经济司主持召开推进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专班第三次全体
会议，研究部署2022年重点工作。商
务部、海关总署、交通运输部、财政部、
人民银行等13个专班成员单位负责
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专班各单位要紧紧围绕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年度重点工作安
排和专班年度工作计划，进一步加大工
作力度，不断推动专班工作走深走实。
一是对照2021年重点工作安排和建立

的工作台账，实行工作“倒计时”，冲刺
全年目标，确保完成今年工作任务。二
是将全岛封关运作准备工作作为明年
专班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现场办公指
导帮助海南在封关软硬件建设上取得
突破。三是着力抓好补短板强弱项工
作，积极支持海南数字经济、服务贸易
发展和“中国洋浦港”国际船籍港建设
等，帮助海南厚植发展优势。四是牢牢
把握“管得住”才能“放得开”的原则，紧
盯贸易、税收、投资、金融、生态等重点
领域风险隐患，加强监测预警，确保海
南自贸港健康平稳发展。五是探索创
新工作方法，提高专班工作的精准性、

规范性、前瞻性，确保专班人员的稳定
性，提升专班工作效率和水平。

会议强调，自贸港作为世界最高
水平的开放形态之一，其本质是一个
政策规则港，长期以来是最高水平国
际经贸规则的策源地和实践基地。专
班各位同志要加强业务学习，全面了
解联合国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
约、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等国际海
商事规则，吃透RCEP、CPTPP等高水
平国际经贸规则，认真研究国际自贸
港的产业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政策规
则理论和实践水平，努力成为这一领
域的行家里手和专家型管理人才。

14部委积极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彭玄）为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
境，今年以来海南口岸部门通过提升口
岸服务能力、创新货物通关模式等方
式，着力压缩口岸进口整体通关时间，
11月海南口岸进口整体通关时间较今
年2月实现减半。这是海南日报记者
12月5日从省商务厅（口岸办）获悉的。

今年3月，省商务厅和海口海关共
同牵头，会同我省各口岸部门，成立了促
进跨境贸易专项工作小组，积极协调口
岸部门，及时解决货物通关过程中出现
的堵点问题。海口海关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我省口岸进口整体通关时间从2月

的77.91小时，压缩到11月的35.3小时。
政策措施方面，今年，2021年优化

海南口岸营商环境行动计划、复制推广
借鉴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
便利化改革举措、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
贸易“单一窗口”提升计划、海南省航空
货运发展财政补贴办法等先后印发。
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提升口岸服务能力
方面，省商务厅（口岸办）协调海口美兰
机场国际货站通过草坪硬化等方式，扩
充约1100平方米的室外营运面积；洋
浦小铲滩码头新增港口设施设备，码头
作业效率提升。12条国际及地区货运
航线先后开通，解决了离岛免税货物直

航入境的渠道。
我省还以信息化方式积极创新货

物通关模式：省商务厅（口岸办）依托
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着力
解决洋浦港查验单位、码头公司、货
代、报关企业的数据共享，推广海港口
岸单证电子化流转；海口海关建立

“7×24小时”预约通关制度，扩大“先
期机检”“智能识别”试点，提高机检后
直接放行比例；省商务厅（口岸办）会
同海口海关推广“两步申报”“提前申
报”等通关模式，并先后试点“船边直
提”和“抵港直装”等通关便利化业务
操作，推动货物通关便利。

海南口岸部门多措并举压缩通关时间
11月进口整体通关时间较今年2月减半

本报讯（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陈正
王兆东）为深化市场监管领域包容审慎
监管，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市
场活力，省市场监管局制定了《海南省市
场监管领域市场主体初次轻微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清单》（以下简称《清单》），将于
12月17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初次违法”“危害后果轻微”“违法
行为人及时改正”等“三个要件”前提
下，《清单》根据《广告法》《合伙企业
法》《商标法》《价格法》《专利代理条

例》《计量法实施细则》《网络食品安全
违法行为查处办法》《房地产广告发布
规定》《个体工商户条例》《海南省食品
生产加工小作坊监督管理办法》和《海
南省食品摊贩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等
11部市场监管领域法律法规规章，列
明了“合伙企业未在名称中标明普通合
伙字样”“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事项，未
办理变更登记”“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
者未依法公布其收费标准和收费办法”
等16项不予行政处罚情形。

省市场监管局指出，趁发生重大传

染病疫情、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
生或者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之机实施的
违法行为，不适用《清单》的规定。

该局要求，对《清单》所列初次轻微
违法行为，执法办案机构应当结合案件
的事实、证据综合判断，并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规定进行认
定。各单位要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
过罚相当的原则，对初次轻微违法行为，
通过责令改正、批评教育等措施，促进市
场主体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实现行
政执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我省出台措施，满足相关条件——

市场主体初次轻微违法不予处罚

12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向“2021从都国际论坛”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 新华社记者

这是大国迈向强国的坚实路径：聚
精会神做强实体经济这个发展根基，持
续放大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大力弘扬求
真务实的作风和不懈奋斗的精神。

习近平经济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劳动
价值论出发，统筹经济学价值与哲学价
值，聚焦一个“实”字，是为民族复兴奠定
更强大物质基础的经济学。九年来，中
国经济的实力更加强大，创造力更加澎
湃，运行的内在逻辑更加坚实。

夯实基础：
“坚持把经济发展的着

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从中国空间站开启“有人长期驻留”
新阶段，到复兴号高铁列车风驰电掣在
青藏高原；从自主建造的“雪龙2”号挺
进极地，到“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
在数字世界中不断突破……新时代中国

发展突飞猛进，靠的正是实体经济的坚
实基础和科技创新的强劲动力。

越是宏伟的事业，越需要坚实的支
撑。九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锚定一个“实”字，把实体经济及其
背后的科技支撑，作为民族复兴千秋伟
业的坚强柱石，作为应对国际竞争大风
大浪的定海神针，带领全国人民一起，扎
扎实实干出了新时代历史性成就。

步入新时代，靠什么积累和夯实民
族复兴的物质基础，靠什么引领和驱动
经济社会发展，靠什么抢抓机遇、抵御风
险？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深邃的思考和长
远的谋划。

习近平经济思想把经济活动的起
点、主体牢牢锚定在研发、生产、制造、流
通等劳动活动上，希望企业实实在在地
做产品，实实在在提供服务，实实在在提
升品质。

梳理九年来总书记考察的足迹和重
要讲话可以发现：工厂车间是高频地点，
实体经济是高频词。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
财富之源。先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一
个关键，经济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
向虚。”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广东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
强调。

着眼“两个大局”，习近平总书记高
度重视实体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国家要
提高竞争力，要靠实体经济”“实体经济
是大国的根基”“实实在在、心无旁骛做
实业，这是本分”……

“实”字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和共产党人的立场。劳动价值是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说的基底，劳动是价值实体
和内在尺度，劳动创造价值。共产党人
崇尚劳动，这就要求把发展的着力点放
在实体经济上。

固本培元。九年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
聚焦实体经济持续发力，不断夯实中国
经济根基、夯实民族复兴的物质基础。

下转A02版▶

从“实”字看为民族复兴奠定更强大物质基础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生动实践述评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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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高速公路部分
互通立交存交通安全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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