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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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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进自贸港建设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日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4月21日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22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尼泊尔总统班达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哈萨克斯坦总理斯迈洛夫、老挝
总理潘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等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将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年会。

习近平将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22年年会开幕式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0日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将于4月21日应邀出席
在海南博鳌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及有关活动。

韩正将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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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20日讯（记者刘操）
4月18日至19日，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到
海口市走访看望部分省政协委员并调研
社情民意工作。

毛万春一行先后来到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海南省农业交流协会、省审计
厅、省社科联，走访看望了省政协委员彭
正强、陈青、杨耀东、周大卫、李映红、詹

兴文。毛万春与委员们亲切交流，就进
一步做好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听取意
见建议。

毛万春指出，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是
人民政协重要的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是
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
的重要方式，是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
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下转A03版▶

毛万春走访省政协委员时强调

做好社情民意收集反馈
提高政协民主协商工作水平

本报讯（记者金昌波 易宗平）近日，
海南省东坡文化保护、研究和利用工作
座谈会在海口举行。省委副书记李军出
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认真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在城乡建设

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文件要求，
落实省委书记沈晓明关于系统梳理研究
东坡文化的指示，集中各方智慧和力量，
保护、研究和利用好东坡文化，为建设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夯实文化基础、增强
文化底蕴。 下转A03版▶

海南省东坡文化保护、研究和利用工作座谈会举行

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李军出席并讲话

本报博鳌4月 20日电（记者罗霞
王培琳）4月 20日，主题为“疫情与世
界：共促全球发展，构建共同未来”的博
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在海南博鳌拉
开帷幕。与会嘉宾一同拨动“博鳌时
间”，为促进亚洲乃至世界共同发展提供

“博鳌方案”，贡献“博鳌智慧”。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20日

在年会新闻发布会暨旗舰报告发布会上
介绍，论坛年会得到各方高度关注和积
极参与。据初步统计，今年共有来自42

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名线下代表，近
400名线上代表，以及来自102家媒体
机构的700多名记者出席年会。

本届年会为期三天，实施闭环管
理，年会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共设置了数十场分论坛和圆桌
会议，将分为“绿色发展”“创新发展”

“包容发展”和“合作发展”四个板块进
行深入讨论。

20日，“实现碳中和：企业在行动”
“实现碳中和：政府在行动”“亚洲知识产

权：趋势与机遇”“亚太区域合作新阶段”
“能源融合发展，共建绿色世界”“缩小
‘免疫鸿沟’，共享健康福祉”等活动陆续
举行。

我省积极做好论坛年会服务保障与
利用工作，重点打造全球自由贸易港发
展论坛、“对话海南”分论坛等两场精品
主题活动，同时举办“寻觅雨林、万物共
生”雨林文化展。我省论坛年会服务保
障工作突出“绿色办会”“智慧办会”两大
特点，为论坛年会增添绿色元素。

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召开
来自42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会

本报博鳌4月20日电（记者李磊）
4月20日晚，省长冯飞在博鳌会见了澳
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

冯飞向贺一诚一行来琼出席博鳌亚
洲论坛2022年年会表示欢迎。他说，当
前海南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加
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希望与澳门加强交流沟通，在
制度集成创新、金融、人才等领域充分借
鉴澳门先进经验，开展务实合作。

贺一诚说，海南自贸港建设取得
明显进展，澳门对此深受鼓舞。澳门
经济社会发展与海南有广阔的合作空
间，当前，澳门正努力降低疫情带来的
影响，全力恢复经济，希望与海南在文

化旅游、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等领域
开展更深层次合作，实现合作共赢、共
同发展。

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刘
显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苻彩香，国
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有关负责人，省政
府秘书长符宣朝，澳门特区政府和省有
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冯飞会见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

本报海口4月20日讯（记者周晓
梦 李艳玫 通讯员康明乐 符太生）海
南离岛免税政策自2011年4月20日
落地实施已有11年。4月20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海口海关获悉，据该关统
计，自该政策实施至 2022年第一季
度，海关共监管销售离岛免税品1.95
亿件，销售金额1455亿元，购物人数
2926万人次。

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自2011年4月
实施以来，经过8次调整，政策含金量
不断加大。离岛旅客免税购物额度由3
万元提高到10万元，免税商品种类由
38类增加到45类……每一次政策“升
级”都产生了积极效应。目前，海南离

岛免税经营主体共5家，离岛免税店增
至10家，市场主体日趋多元，离岛免税
市场有序竞争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这里的免税商品品类特别丰富，逛
一天都逛不够，还能省不少钱！”近日，山
东游客高歌来琼旅游，在cdf三亚国际
免税城选购自己心仪商品时如是说道。

据悉，由中免集团经营的cdf三亚
国际免税城已累计销售离岛免税品超
1000亿元，成为海南首家销售额破千亿
元的免税店。“海南离岛免税商品价格有
竞争力，不出国门就能买到心仪的产品，
这是海南离岛免税店持续火爆、吸引国
内消费者的主要原因。”中免集团三亚市
内免税店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高绪江说，政策实施至今，中免集团在海
南已布局开设包括cdf三亚国际免税城
等五家门店，其中cdf三亚国际免税城
从大东海整体搬迁至海棠湾，经营面积
增至近10倍，进驻品牌增至逾700个，
国际大牌阵容实现跨越式发展。

为更好地满足海南离岛免税市场
需求，促进境外消费回流，我省积极推
进离岛免税品品牌、品种、价格与国际

“三同步”，离岛免税购物呈现品牌更加
丰富、购物环境优化、营销方式多样、购
物便利性提升等特点。海南各离岛免
税门店主要货品品种包括香化产品、手
表、电子产品等，离岛免税布局正进一
步优化，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

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实施11年，累计“揽金”1455亿元

“海南购”释放“海南热”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0%——
4月19日，2022年一季度海南经济运
行“成绩单”公布，经济季考答卷写下
了“开局良好”“韧劲较强”等评语。

和全国一样，之于海南，一季度是
挑战重重的一季度，也是迎难而上的
一季度。观大势、谋全局、看长远，
2022年，海南经济稳中有进开好局。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走势？

今年以来，全球疫情走势和经济
走势趋于复杂，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
加，风险挑战骤然加大，经济下行压力
可想而知。

如何看待当前海南经济走势？如何
确保实现9%左右的2022年增速目标？

总体看，一季度海南主要经济指
标保持在合理区间，全省经济延续恢
复发展态势。须知，2021年一季度，海
南GDP增速高达19.8%，全年GDP增
速达11.2%，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历史性
走在全国前列，增速位居全国第二；两

年平均增长7.3%，位居全国第一。
考虑到高基数等诸多因素，一季

度海南经济运行能够交出这样一份
“成绩单”，实属不易。

“稳”的特征鲜明——
一季度全省生产总值1593.94亿

元，全省经济保持6.0%的速度稳步增
长。财政收入较快增长，结构同步改
善，经济发展效益稳步提升。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一季度
全省农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7%，发挥
了压舱石作用。”省统计局核算处处长
蔡智芬说。

“进”的态势彰显——
一季度，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

435.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5.4%，增
速快于全国54.7个百分点，跃居全国
首位。实际利用外资连续四年翻番的
基础上，一季度实际利用外资依旧保
持较快增长。

一季度全省第三产业（服务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7.1%，拉动经济增长4.6
个百分点，是支撑全省经济持续增长的
主动力。新能源汽车销售翻倍增长。

节能环保继续取得良好实效，

PM2.5浓度为13微克/立方米，保持在
历史最优水平。

“进”的压力，也在持续加大——
多重考验下，要坚定发展信心；稳

步恢复中，更要保持清醒。今年的经济
工作，“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仍是不二
法宝。从中央到地方，正点燃更多政策

“篝火”，温暖市场主体，稳定发展预期。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未来海南发展还拥
有较大潜力。

如何下好扩内需这盘棋？

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
和投资构成内需，是实现扩大内需的

“双引擎”，也是经济发展“主引擎”。
消费，“稳”的特征同样鲜明——
一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保持增长，消费市场基本面保持稳定。
内需拉动经济的后劲，取决于促

进消费恢复的程度。
燃烧内需这个“主引擎”，要呵

护好困境中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 下转A07版▶

稳中有进启新局
——透视2022年海南经济首季报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陈雪怡

“往年咨询台上摆着厚厚的纸质参
会材料，今年都没有了，若是嘉宾询问，
我们会建议扫二维码，通过微信公众号
等多媒体平台了解会议信息。”4月20
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大酒店，志愿者邓丽
吉对海南日报记者说，本届年会的无纸
化办公低碳环保，得到许多嘉宾的好评。

“绿色办会”是博鳌亚洲论坛2022
年年会的一大亮点。4月20日，海南日
报记者分别走访了博鳌亚洲论坛大酒

店、国际会议中心和新闻中心，发现处处
体现着绿色发展理念。

贴有明显垃圾分类标识的垃圾桶、
安装节能灯的会议场馆、奔驰而过的新
能源汽车、可降解的环保包装……多种
绿色元素叠加，不仅让与会人员眼前一
亮，也让绿色的生态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省委外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突出，博鳌
亚洲论坛更加聚焦亚洲和全球的绿色发
展。作为论坛东道地，海南大力推行“绿
色办会”，将绿色发展转化为论坛健康高

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
“世界各方高度关注论坛年会在特

殊年份如何举办，以及向世界呈现什么
内容。”该负责人说，为此，海南推出系列
举措落实年会“绿色办会”的工作部署。

据了解，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论坛年会“绿色办会”工作，在论坛2021
年年会全省总结部署会上对论坛2022
年年会“绿色办会”工作进行了部署。省
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论坛年会

“绿色办会”工作，并与论坛秘书处保持
积极沟通和对接。 下转A07版▶

无纸化参会、低碳交通出行……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绿色元素吸睛

交出绿“答卷”争当优等生

在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周边投入试运营的新能源自动驾驶小巴。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服务保障工作突出“绿
色办会”特点，在绿色交通、绿色循环、绿色倡议等方面推行系列举措，为论坛年会增添绿色元素。 新华社发

从“调理肌体”转向
“强身健体”，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

海南持续
奏响“经济转型

三部曲”
（A03版）

强筋壮骨
激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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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离岛免税政策
cdf三亚国际免税城

累计销售离岛免税品超

1000亿元

成为海南首家销售额

破千亿元的免税店

海关共监管销售离岛免税品1.95亿件

销售金额

1455亿元

购物人数

2926万人次

制
图/

张
昕自2011年4月20日落地实施

至2022年第一季度

（T01—T08版）

经8次调整含金量不断加大

奋进的五年

航拍新海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