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自由贸易港形象标识发布
■“启航”这一形象标识包含风帆、
海浪、椰树等海南元素

■ 在配色上形象展示了海南自由贸
易港的中国特色

■ 寓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将完整、
准确、全面地贯彻新发展理念

■ 乘风破浪谱写新时代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建设的新篇章

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供图

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刘玄）
1月4日凌晨，海南核电一期工程双机组
商运发电量累计超500亿千瓦时，等效
减排二氧化碳4000万吨，减少标准煤消
耗1500余万吨，对优化能源结构、推动
绿色低碳发展，助力海南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自2015年底1号机组投入商业运
行以来，海南核电通过不断创新运行管
理，强化风险管控及防人因失误管理，坚
持“领导带班制”“领域负责制”“党支部

生产厂房责任制”等三大管理创新举措，
持续推行生产挑战制，加强运行决策管
理，深入实施安全生产整治三年行动，双
机组安全稳定运行水平不断提升，世界
核电运营者协会综合指数实现双满分并
长期保持，运行业绩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在一期工程安全稳定运行的基础
上，海南核电不断创新开拓，二期及小堆
工程先后开工建设，清洁能源高科技产
业园规划得到认可并获批省级产业园
区，海南核电基地迈入了新的发展阶

段。该公司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状”“海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海南
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海南省扶贫攻坚先
进集体”“中国核电优秀单位”等荣誉。

据悉，海南核电一期工程两台机组
分别于2015年 12月和2016年 8月投
入商业运行，每年发电量约占海南省统
调发电量的30%。海南核电双机组商
运并网，有效缓解了海南长期面临的缺
电现象，为海南自贸港和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建设提供了绿色核能引擎。

海南核电一期工程商运发电量
累计超500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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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好“六水共治”攻坚战·排涝水

畅通城市“毛细血管”
共绘人水和谐画卷

我省各市县多措并举积极行动，坚决
打赢“六水共治”攻坚战

做足水文章 答好生态卷

■ 本报记者 郭萃 实习生 张楠楠

“对这个车型心仪很久了，今天来现场
看到优惠力度那么大，就订了。”1月7日，
2022（第四届）海口国际新能源暨智能网
联汽车展览会进入开展第二天，从看车到
下订单，海口市民吴秀玲仅用了10分钟。

当前，汽车产业正进入转型升级的关
键时刻，发展理念正向创新、绿色、可持续
发展转变，这不仅为汽车产业发展注入了
新动能，同时也带来了汽车能源格局的重
塑。在此背景下，该车展为车企提供了良
好的展示平台与交易机会，也为消费者提
供了一个了解新能源汽车品牌和车型的
机会，充分释放绿色动能，有力助推了新
能源汽车在海南的推广和普及。

汇聚众多车型，市民看车
购车热情高涨

尽管是工作日，但1月7日到场观展

购车的人仍然很多，部分车商也加大推
荐力度，对旗下重点车型进行产品推介。

介绍亮点、发布新品、接洽客户……
从一早进入场馆开始，上汽飞凡海南区
域负责人施良茂就没闲着。“现在大家越

来越关注新能源汽车，前来看展的市民
络绎不绝，我们的洽谈室一直处于爆满
状态。”他说，大家十分关注车辆的性能
与价位，以及购车是否有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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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新能源暨智能网联车展亮点纷呈，掀起选车购车热潮，
助力新能源汽车推广

完善产业配套 释放绿色动能

本报海口1月 7日讯 （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1月7日，省委书记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上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
彻意见。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饱含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和为民情
怀，为我们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指明
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省上下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准确把握“三农”工作在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全局中的战略定位，不折不扣
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守
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耕地保护、粮食安

全等三条底线，抓好乡村振兴、南繁硅谷
建设、“菜篮子”保障等三项重要任务，奋
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

会议传达学习平安中国建设表彰大
会精神，要求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及时
传达会议精神，抓好贯彻落实，为建设更
高水平平安海南凝聚力量。要进一步增
强风险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及时解决影
响社会稳定的源头性、苗头性问题，扎实
推动平安海南建设。

会议听取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
2021年第四季度工作情况汇报，指出优
化营商环境是贯穿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全过程的重要工作，要树立“抓营商环境
建设就是抓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导向，扎
实做好各项工作。

会议听取2021年全省公安工作情
况汇报，强调要锻造党和人民满意的过
硬公安铁军，建立健全适应自由贸易港
建设需要的风险防控警务体制机制，全
力做好安保维稳工作，为党的二十大的
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
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要求全省
检察机关围绕中心大局，聚焦重点任务，
找准履职重点，做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
进到哪里，务实有效的法律监督就跟进
到哪里，为法治海南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健全完
善林长制的实施意见》等文件。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委常委出席，部分省领导列席会议。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

坚决守住底线 抓好重点任务
奋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

本报海口1月 7日讯 （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1月7日，省委书记
沈晓明到海口国际新能源暨智能网联汽
车展览会巡展。

沈晓明来到各品牌新能源汽车展
区，详细了解新能源汽车车型、技术

研发、配套设施及产业发展趋势等情
况。他指出，海南着眼于实现生态环
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共赢，充分
发挥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正在着
力打造智能网联测试体验场景，加快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积极推动清洁

能源汽车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展示
销售等全产业链发展，真诚欢迎国内
外新能源汽车企业捕捉产业发展机
遇，把握海南独特优势，积极来琼投资
兴业。

省领导孙大海参加巡展。

沈晓明到海口国际新能源
暨智能网联汽车展览会巡展

本报海口1月7日讯（记者李磊）
1月7日，省政府就《政府工作报告（征求
意见稿）》在海口征求省政协意见，并就

“拉长石油化工产业链大力发展新材料
产业”开展专题协商。省长冯飞出席座
谈会，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主持。

冯飞表示，过去一年，省政协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全面推进琼港经济合
作取得实质进展，协商议政成果丰硕，
提案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对政府工作
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帮助。今年海南
将重点围绕全岛封关运作目标要求，目

标化、清单化推进各项准备工作，抓好
产业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培育市
场主体，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省政府将认真吸纳政协委
员所提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报
告。希望省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继续
发挥职能作用，积极建言献策，支持政
府工作。

毛万春指出，报告中关于今年主
要工作安排既充分体现党中央决策部
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又符合海南发展
实际。省政协将积极发挥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作用，为海南
自贸港建设鼓与呼，并继续和全国政
协开展对接，推动琼港经济合作走深
走实。

在开展专题协商时，冯飞指出，要明
确高附加值、绿色低碳的产业定位，在产
业发展中扬长避短、扬长补短，形成规模
经济，提升产业竞争力。

省领导倪强、马勇霞、李国梁、史贻
云、吴岩峻、陈马林、蒙晓灵、侯茂丰、刘
登山，省政府秘书长符宣朝，省政协秘书
长陈超参加会议。

省政府就《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征求省政协意见
冯飞出席座谈会 毛万春主持

⬆1月7日，海口演丰镇下塘湿地，黑翅长脚鹬成
群出没。

➡1月7日，海口演丰镇下塘湿地，观鸟爱好者正
在用望远镜观察水鸟。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习近平向哈萨克斯坦总统
托卡耶夫致口信

（A10版）

本报海口1月7日讯（记者孙慧）
1月7日，2022年海南越冬水鸟调查正
式启动。11个调查组将前往全省80多
个主要的水鸟栖息地开展调查，调查时

间为1月7日至1月9日。
2022年海南越冬水鸟调查主要观

察海南越冬水鸟的种类和数量，重点观
察黑脸琵鹭、勺嘴鹬、戈氏金丝雀等鸟类

的数量和分布。此外，今年的海南越冬
水鸟调查行动还将参与全国黑脸琵鹭和
勺嘴鹬的同步调查，为珍稀濒危水鸟保
护提供科学依据。

2022年海南越冬水鸟调查启动
11个调查组将对全省80多个水鸟栖息地开展调查

图①图②：1月7日，车展上展示的新能源汽车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观。 辛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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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 7日讯 （记者陈雪
怡）1月7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形象标识
新闻发布会在海口召开，正式对外发布
海南自由贸易港形象标识“启航”，并对
海南自由贸易港形象标识设计理念、内
涵及注册商标等情况进行说明。

除了包含风帆、海浪、椰树等海南元
素外，该形象标识在配色上突出了“中国
红”“深海蓝”“生态绿”。为了该形象标识
能够获得稳定、公开、透明的法律保障，以
省直机关服务中心作为申请主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相关规定为
作品“启航”申请了商标注册。目前，国家
知识产权局已经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形象
标识核发了45个大类的商标注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