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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海峡青年论坛的台湾青年朋友们：
你们好！来信收悉。得知你们因海

峡青年论坛同大陆结缘，在大陆找到了
实现梦想的舞台，亲历了祖国日新月异
的发展变化，感受到了两岸同胞一家亲
的热切感情，我很欣慰。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
强。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
身上。我们将一如既往为两岸青年互
学互鉴创造良好条件，为台湾青年在大

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便
利。希望你们多向台湾青年分享自己
在大陆的经历和感悟，让更多台湾青年
了解大陆，同大陆青年同心同行、携手
打拼，锲而不舍、驰而不息，让青春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进
程中绽放异彩。

习近平
2022年7月11日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回 信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7月11日给参加海峡青
年论坛的台湾青年回信，勉励两岸青年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携手
打拼。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因海
峡青年论坛同大陆结缘，在大陆找到了
实现梦想的舞台，亲历了祖国日新月异
的发展变化，感受到了两岸同胞一家亲
的热切感情，我很欣慰。

习近平强调，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
强则国家强。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
青年人身上。我们将一如既往为两岸青
年互学互鉴创造良好条件，为台湾青年
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
便利。希望你们多向台湾青年分享自己
在大陆的经历和感悟，让更多台湾青年
了解大陆，同大陆青年同心同行、携手打
拼，锲而不舍、驰而不息，让青春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
绽放异彩。

海峡青年论坛创办于2003年，由中
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台湾中华青年交流
协会、中国国民党青工总会共同主办，是
两岸青年交流的重要平台。第二十届海
峡青年论坛于7月11日至12日在福建

厦门举办，应邀参加本届论坛的50名台
湾青年近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讲述
了在祖国大陆学习、工作、生活的经历和
感悟，表达了为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贡
献力量的坚定决心。

习近平给参加海峡青年论坛的台湾青年回信

新华社北京 7月 12 日电 7 月 1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互联网大会
国际组织成立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成立世界互联网大会
国际组织，是顺应信息化时代发展潮
流、深化网络空间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
举措。希望世界互联网大会坚持高起

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推进，以对
话交流促进共商，以务实合作推动共
享，为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贡献智慧和
力量。

习近平强调，网络空间关乎人类
命运，网络空间未来应由世界各国共
同开创。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以

此为重要契机，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
理、开放包容、安全稳定、富有生机活
力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世
界各国人民。

世界互联网大会成立大会当日在
北京举行，会员包括全球互联网领域相
关国际组织、企业机构和专家学者。

习近平向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成立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外交
演讲集》第一卷、第二卷英文版，近日由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第

二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辑，收入习近平同志 2013 年 3 月至
2021 年 11 月期间的有关重要文稿
136 篇。该书英文版的出版发行，对
于国内外读者深刻理解习近平外交思

想的丰富内涵，深入了解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重要理念、新时代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伟大实践以及中国之路、中
国之治、中国之理等，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第二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关注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7月 12日，省委
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应对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强调要坚定信
心、迎难而上，明确目标、快字当先，努
力用最小代价实现最佳防控效果，全
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全力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冯
飞等省领导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海口市疫情防控工作、
全省疫情防控形势和《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防控方案（第九版）》执行情况汇报。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

刻认识抗疫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毫不动摇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

“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遏制疫情蔓
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要严格执行新冠肺炎防控方
案第九版，坚持科学精准规范防控，落
实好各项防控措施，既要防住疫情，也
要最大限度减少对生产生活的影响。
要明确目标，细化预案，重点抓好港
口、机场等人员密集流动场所及第二
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展馆、周边
酒店等防控工作，做好志愿者调配，确

保消博会如期顺利举办。要增强核酸
检测能力，加强隔离场所储备，关心医
护人员和市民生活，及时准确发布疫
情信息。要坚持“一手打伞、一手干
活”，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坚决克服防控松懈和“层层加码”
两种倾向，积极帮扶市场主体纾困、稳
岗拓岗，尽可能减少疫情对经济的冲
击和影响。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海南
省工作组组长雷正龙，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综合组落实新冠肺炎防控方案
第九版指导组组长王巧梅到会指导。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强调

明确目标 快字当先
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冯飞参加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记者况昌
勋 李磊 特约记者王江顺）7月12日，
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主要负责
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会在海口召
开。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省政
协主席毛万春出席。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主
党派、非公经济等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
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
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等文件精神。各
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主要负责人
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交流了学习心得，并
就抓好自身建设、提高履职能力、加强和
完善政党协商机制、畅通参政议政渠道
等作了发言。

沈晓明对各民主党派省委会顺利
完成换届表示祝贺，并指出今年是中共
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封关运作准备的关键之年，希望大
家秉持“为执政党助力、为国家尽力、为
人民服务”的使命感责任感，加强学习、
积极履责，为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力
量。要深化政治交接，坚定政治立场，
强化思想引领，传承优良传统，牢牢把
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的正确政治方向。要服务中
心大局，继续当好参政议政的建言献策
者、党委政府的民主监督者、自由贸易
港的一线建设者、要素汇聚的牵线搭桥

者，在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中主动
担当作为。要强化自身建设，加强组织
建设、能力建设、作风建设，不断提升履
职能力和水平。

沈晓明表示，省委将一如既往高度
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毫不动摇坚持和完
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强化对口联系机制，加强党
外优秀年轻干部培养，努力为大家履行
职责、开展工作创造条件、搭建平台、提
供保障，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
党派人士在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中建功立业。

冯忠华、巴特尔出席，苗延红主持
会议。

沈晓明在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
人士代表座谈会上指出

坚定政治立场 强化思想引领
在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中建功立业

毛万春出席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记者李磊）
7月12日，省长、推进全岛封关准备工
作专班组长冯飞在海口主持召开工作
专班第三次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
中央有关要求，听取全岛封关准备工
作整体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
阶段工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徐启方出席。

会议听取了工作专班6个专项工作
组关于前期工作落实、任务清单事项进
展等情况汇报，审议了《海南自由贸易港
邮件快件监管中心布局及建设方案》。

冯飞指出，推进全岛封关运作是当
前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中心工作，全省各
级各部门要提高站位，进一步增强责任
感、紧迫感，落实好海南主体责任，齐心
合力推动封关运作准备工作各项任务
开展，力争交出高分答卷。要进一步完
善工作专班及6个专项工作组工作推
进机制，围绕全岛封关运作“三张清单”
明确的任务事项逐条落实推进，梳理任
务清单中海南牵头推进的各项任务，扛
起责任、主动作为，并细化、实化、项目
化、具体化压力测试清单，确保各项工

作高质量完成。要聚焦最紧迫、最重大
的事项加快推进各项工作，加快推动硬
件设施重点项目建设，倒排工期、挂图
作战，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建设任
务；加快建立税收制度和金融账户体
系，加强分析研判，充分吸纳专家意见，
做到重大开放性措施与风险防控政策
同步研究、布局和推进；加快打通工作
中的难点堵点，以积极的态度解决各类
问题。

省领导沈丹阳、巴特尔、闫希军、倪
强，省政府秘书长符宣朝出席会议。

推进全岛封关准备工作专班第三次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冯飞徐启方出席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记者李磊）
7月12日，全省推行企业首席服务专员
制度启动会议在海口召开，总结前期试
点经验，对在全省推行企业首席服务专
员制度工作进行具体部署。省长冯飞出
席会议并讲话。

今年4月开始，我省在海口、三亚、
澄迈等地开展建立企业首席服务专员制
度试点，优选了170名领导干部担任企
业首席服务专员，深入企业一线，宣传惠
企政策，听取企业意见，帮助解决问题。
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该制度将在全省
范围内推行。目前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各
重点园区共有企业首席服务专员及其团
队成员2258人，其名单和联系方式将通

过各级政府网站和“海易办”平台向全社
会公布，以便市场主体实时查询、反映诉
求和监督投诉。

冯飞指出，在全省推行企业首席服务
专员制度是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制度体
系的实际需要，是助企纾困的主要举措。
要充分认识该制度在全省推行的重要性，
加深对政策的理解把握，全面总结试点工
作的成功经验，以更大的热情、超常规的手
段为企业纾困解难。通过在全省推行此
项制度，向社会各界表明海南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的决心，推动各级各部门把服
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常态化工作，
促进政府部门负责人了解企业所需所求。

冯飞要求，企业首席服务专员要当

好政企对接的联络员、政策解读的宣传
员、解决问题的协调员、企业权益的护航
员，以工作的成效确保制度落地见效。
各级各部门要分级分层、精细化开展各
项对接工作，确保企业遇到困难后能够
及时联系到解决问题的对接人。要严格
按照标准化流程开展服务，做好问题台
账管理，实时跟踪、定期调度，确保服务
质量。要通过信息化支撑，实现企业反
馈问题信息闭环管理，避免多方介入、重
复服务，不断提升服务效率。要根据首
席服务专员的工作调整和职务变动，及
时调整对接人，避免产生服务脱节问题。

省领导沈丹阳主持会议，省政府秘
书长符宣朝出席会议。

海南在全省推行企业首席服务专员制度
冯飞出席启动会议并讲话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记者罗霞）
作为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主
宾国，法国非常重视参加第二届消博
会。据第二届消博会组委会7月12日
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法国50家企业
将携244个品牌参展，涵盖香化、服饰、
珠宝、食品、酒类、服务贸易等重要消费
领域，参展面积约3000平方米，另有部
分品牌通过授权免税店、跨境电商等形
式参展。

参展的法国香化类企业包括欧莱雅
集团、科蒂集团旗下品牌蔲依等，其中欧
莱雅集团参展面积将由首届的500平方
米增至625平方米；服饰类品牌有丹尼
爱特、复星集团旗下浪凡、卡尔拉格斐

等；酒类企业集聚效应较强，包括酩悦轩
尼诗、保乐力加、人头马君度等；服务贸
易类企业包括波洛莱物流和 CEVA
Logistics。

同时，法国商务投资署参展面积也
达到300平方米，将以法国国家馆的形
式集合14家法国企业参展，包括药妆领
域知名企业皮尔法伯、服饰品牌丹尼爱
特、零售商老佛爷百货、食品领域达能、
服务贸易领域安盛保险等。其中，皮尔
法伯集团将携旗下护肤品品牌雅漾和专
业头皮护理品牌馥绿德雅参展，并带来
线下首展新产品。达能将针对“老”“少”
两个关键时期展出多款营养全案，同时
为40岁以上的中国消费群体推出专线

的营养系列全线产品；老佛爷百货将把
法式风情和生活艺术带到消博会，推出
整合线上与实体店服务的创新型业务和
服务网络。

消博会期间，法国开云集团旗下珠
宝品牌Qeelin将发布与消博会联名的
海南长臂猿项链，并组织公益拍卖，拍卖
所得将捐赠给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用于海南长臂猿保护工作，以实际行动
支持可持续消费理念；法国欧莱雅将携
旗下16个品牌再度参加消博会，同时将
发布多款首发首秀产品、分享可持续消
费等内容。

首届消博会后，法国企业对参展成
效满意，溢出效应不断扩大，开云旗下高
级珠宝品牌宝诗龙、欧莱雅旗下的华伦
天奴美妆等纷纷开设海南首店，一些品
牌企业逐步落地海南自贸港。

作为第二届消博会主宾国——

法国将携244个品牌参展

7月12日，三亚市临春河和三亚河入海口，一艘艘游艇载着游客在水面驰骋。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到来，三亚登上各大航旅出行平台热搜榜，旅游消费市场持续回
暖，丰富多彩的水上项目正成为三亚新的旅游消费热点。 见习记者 王程龙 摄

暑期催热
出海游

幸福海岸

海报监督海报监督
海报集团

热线

三亚一街边绿地完工7个多月未交付，导致垃圾无人清理，居民怨声多

“失管”绿地谁来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