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洋浦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15.23万标箱

单月首次突破 15万标箱
今年6月份

同比增长33.58%
创下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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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老专家们：
你们好！来信收悉。我曾多次到国

家博物馆参观，留下了深刻印象。得知国
博在收藏、研究、展示、对外交流等方面取
得了新的进步，我感到很欣慰。值此国博
创建110周年之际，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祝
贺！向国博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
要场所，文博工作者使命光荣、责任重

大。希望同志们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
定文化自信，深化学术研究，创新展览展
示，推动文物活化利用，推进文明交流互
鉴，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
秀成果，为发展文博事业、为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不断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
2022年7月8日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回 信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7月8日给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老专家回
信，在国博创建110周年之际，向国博全
体同志致以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我曾多次到国
家博物馆参观，留下了深刻印象。得知
国博在收藏、研究、展示、对外交流等方
面取得了新的进步，我感到很欣慰。

习近平强调，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
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文博工作者使命
光荣、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坚持正确
政治方向，坚定文化自信，深化学术研
究，创新展览展示，推动文物活化利用，
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守护好、传承好、展
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为发展文博事
业、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作出
新贡献。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是1912年
7月设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新

中国成立后，在天安门广场东侧新建中
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2003
年两馆合并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2012
年改扩建后正式对外开放，现有藏品
140余万件。近日，国博的10位老专家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介绍了国博110
年来的发展历程，汇报了国博在藏品收
集、文物保护、展览展示等方面所做的工
作，表达了国博人牢记使命为文化强国
建设贡献力量的决心。

习近平给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老专家回信强调

推动文物活化利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
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7月9日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逝世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致唁电。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
以个人名义，对安倍晋三前首相突遭不
幸辞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安倍晋三前
首相亲属表示慰问。

习近平指出，安倍晋三前首相在任
期间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进行了努力，

作出了有益贡献。我曾同他就构建契合
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
我对他突然去世深感惋惜。我愿同首相
先生一道，根据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
的各项原则，继续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合
作关系。

同日，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教
授向安倍晋三前首相夫人安倍昭惠女士
致唁电表示哀悼和慰问。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7月9日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突遭不幸辞世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致唁
电表示深切哀悼。

李克强表示，安倍晋三前首相曾经
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发展作出积极贡
献。我同他多次会晤，就促进两国关系进
行有益交流。我愿同岸田首相加强沟通
对话，推动中日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逝世

习近平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致唁电
李克强向岸田文雄致唁电

本报海口7月 9日讯（记者刘操）
7月9日，2022年第8期海南自贸港大讲堂
在海口举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科
普中国”合作创作者、水果猎人杨晓洋作
专题讲座。省委书记沈晓明、省长冯飞、
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等省领导参加讲座。

杨晓洋以“世界热带果蔬资源的引
进与开发”为题，结合自身经历，梳理了

热带水果资源种类，解读了“引进同纬度
国家热带果蔬资源的利和弊”，回答了

“政府、科研单位、企业在热带果蔬资源
引进中应该担任何种角色”“资源引进
后，如何选育、驯化、推广”“如何深耕产
业，搭建产业链条，形成规模，产生效益”
等内容，还就如何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政策红

利，建立热带果蔬引进和利用机制提出
了很多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大家表示，讲座内容丰富、讲解生
动，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热带果蔬盛
宴，为海南加强世界热带果蔬资源的引
进与开发，高质量建设全球动植物种质
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加快热带特色高效
农业发展带来新的启发。

2022年第8期海南自贸港大讲堂举行
沈晓明冯飞毛万春参加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习霁鸿）
7月9日，海口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发布公告：海口发现4例新冠病
毒阳性感染者，为广州市7月8日报告
的核酸检测阳性人员的密切接触者。
该指挥部已将感染者转至定点医院，根
据流调结果，对相关风险人员落实隔离
管控、对相关场所落实消毒等措施。

7月9日晚，海口在已管控人群中检
出3例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均为海口9
日上午发布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
者，经医疗专家组诊断均为无症状感染

者。7月9日以来，海口累计发现无症状
感染者7例。

为进一步减少人员流动，降低交叉
感染风险，争取早日实现病例清零。经
专家研判，海口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
定，海口自7月9日18时起实施7天临
时性管控措施。

在海口临时性管控期间，公众娱乐
休闲场所（KTV、网吧、酒吧、棋牌室、剧
本杀、密室逃脱、足浴店、洗浴中心、蒸拿
房、茶馆等）、人员聚集经营性场所（健身
房、体育馆、瑜伽馆和各类中介机构等）、

公共文化活动场所（室内景点、文化馆、
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等）暂停营业1
周。监所、福利院、养老机构等特殊场所
封闭管理。非必要不举办群体性活动，
控制人员聚集，1周内暂不举办大型会
议、各类线下培训。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小区、公共
场所、交通工具、室外景点、餐饮单位
（外卖）、商超市场等场所要严格落实扫
码、测温、规范佩戴口罩、通风消毒等措

施。以上措施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适

时进行调整。

根据当前海口市疫情防控工作
需要， 下转A03版▶

（相关报道见A03版）

海口昨日18时起实施7天临时性管控措施
在美兰区划定高、中和低风险区

本报海口7月9日讯（记者余小艳）
今年1月至6月，海口空气质量优良率
100%，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
一；四项污染物PM2.5、PM10、O3、NO2浓
度同比分别下降18.8%、19.4%、6.8%、
33.3%，实现污染物协同减排。这是海
南日报记者7月9日从海口市生态环境
局获悉的。

海口市结合大数据和物联网，在
全市范围内建成空气自动监测站、空
气微观站、机动车尾气监测设备、
VOCs 监测设备、重点污染物监测设
备和其他设备设施等6大类、206套大

气环境监测设施，利用高科技“把脉”
椰城生态，织密环境空气监测网，开展
污染物动态溯源和靶向分析，提高科
学、精准治气能力水平，构建“智慧+环
保”监管新模式。

同时，建立“海口市生态环境大数据
平台超标报警、现场核实、问题上报
12345、12345派单查处、解决环境污染
问题、监测数据恢复正常、平台警报解
除”工作模式，推动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得
到快速溯源、及时处置，形成常态化的数
据汇聚和互联共享管理平台。

在污染治理方面，海口市多部门联

动，指定专人专责，形成攻坚合力，强化
多污染物协同减排，实现大气污染协同
治理，全力推动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工作
落实。海口市22个镇和21个街道建立
二级网格监管，在196个社区和248个
行政村建立三级网格监管，实现污染问
题的精细化、精准化处置。

此外，海口市还通过公布建筑工
地扬尘治理“红黑榜”名单、机动车路
检路查、非道路移动机械尾气抽测、大
气污染防治专项巡查、推进露天焚烧
管控等举措，严厉查处大气污染违法
行为。

今年前6月海口空气质量优良率100%
位列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之首

今年以来，白沙黎族自治县系统推进水环境治理，守住河湖好生态，坚决打赢
“六水共治”攻坚战。图为近日拍摄的松涛水库白沙片区。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7 月 9日，在五指
山市毛阳镇牙胡村牙胡
梯田，游客正在参与水
稻收割亲子活动。

当天，在当地农服
中心工作人员的协助
下，数十组家庭来到牙
胡梯田，以家庭为小组
进行水稻收割比赛，并
以规定时间内收割水稻
质量和数量为标准评选
名次，感受丰收的喜悦。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 见习记者 曹马志

“一‘睡’13年，这块地终于‘醒’
了。”7月8日下午，在儋州市那大镇伏
波西路一块三面被建筑包围的荒地旁，
郑财金难掩激动之情地说。“钉子户”搬
走了，他正安排人手清理平整土地，加紧
筹备项目开工事宜。

2009年，郑财金担任总经理的一家
实业投资公司依法取得了这块面积为
19.19亩建设用地的使用权，计划建设商
品房。但是，地块上有两户村民拒不搬
离，企业投资计划被迫搁浅。

让郑财金没想到的是，这一搁浅就
是13年。

郑财金说，当年，该地块所属军屯村

两户家庭已领取征地补偿款 568113
元。但由于当时征地档案管理不规范，材
料缺失无法证实，两户家庭以此为由，拒
绝配合清理该地块地面建筑和青苗，“卡
住”了项目建设计划。

“企业当时为取得这块地，付出了巨
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迟迟无法动工，这
让我们面临了很大压力。”13年来，郑财
金几乎每个月都要去催一下相关部门。
但因涉案金额较大、证据材料不全，村民
拒不配合，问题始终无法妥善解决。

“企业最初有6个投资人，有省外
的，也有海南的，因项目建设停滞不前，
最后只剩下2个投资人还在苦苦坚持。”
郑财金说，那时想，“等这事儿一了，我们
就撤出儋州”。

今年6月，郑财金看新闻得知，海南
正在开展治理重复信访、化解信访积案
百日攻坚行动，他拨通了信访部门的投
诉电话。

信访件很快被转至儋州，儋州市委
相关负责人主动认领了这宗信访“积
案”，结合全省能力提升建设年暨深化拓
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要求，
全程跟踪督办，依法依规从快“破案”，切
实助企纾困，优化营商环境。

这块难啃的“骨头”，一开始就让承
办该案的那大镇党委书记程建华碰了一
鼻子灰。程建华组织两户家庭协商时，
对方仍然拒不配合，并提出，“要么出示
当年征收凭据，要么再给予征地补偿，否
则不搬离该地块。” 下转A02版▶

儋州15天化解13年信访积案，提振企业投资信心

唤醒19.19亩“沉睡地”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本报洋浦7月9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者李灵军 通讯员符润彩）眼下，
是洋浦港口作业的旺季。海南日报记者
7月9日从洋浦交通运输和港航局获悉，
今年6月份，洋浦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完
成15.23万标箱，单月首次突破15万标
箱，同比增长33.58%，创下历史新高。
在6月份强势上涨的带动下，今年上半
年，洋浦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82.29万
标箱，同比增长45.67％。

今年4月份以来，在洋浦国际集装
箱码头，平均每天有 4艘货轮靠港作
业。得益于自动化设备的投用，该码头
的月作业量连连上升。其中，5月20日

当天，单日集装箱作业量达到了7629标
箱，创造历史新高。

据介绍，随着海南炼化完成大检修
恢复生产，以及今年下半年100万吨乙
烯及下游项目的建成投产，预计今年下
半年洋浦港口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还将
迎来大幅增长。

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相关负责人介
绍，得益于自贸港政策红利，中远海运等
航运企业增加运力投入，现在平均每周
都有两到三班6.5万载重吨以上的大型
船舶靠泊，带动码头集装箱作业量大幅
增长。

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海运需求，儋

州洋浦正全力推动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扩建、洋浦港区航道改扩建、逸盛石化码
头扩建和国投油储3万吨级油品化工码
头4个水运工程项目今年开工。其中，
洋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扩建工程总投资
105.3亿元，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带动
临港相关产业发展。

今年，洋浦计划在现有航线的基础
上，内贸航线力争实现对国内沿海主要
港口全覆盖，并逐一打通内外贸同船运
输路径；外贸航线由东南亚、南亚、澳大
利亚逐步扩展至非洲、美洲以及中东红
海等国家（地区）港口。预计到2025年，
洋浦港区内外贸航线将突破80条。

洋浦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超82万标箱
同比增长45.67％

亲子割稻忙

水天一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