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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稳经济大盘·述评

导读

新华社北京 7月 21 日电 7 月 2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青年发展论
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青年代表希望，青年
创造明天。中国始终把青年看作推动
社会发展的有生力量，鼓励青年在参与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展

现青春活力。希望世界青年发展论坛
成为世界青年助力全球发展、全球共促
青年发展的重要平台，为世界人民团结
发出青年之声，为全球发展进步注入青
春之力。

习近平强调，各国青年要弘扬和平、
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

同价值，以实际行动推进全球发展倡议，
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共同谱写世界青年团结合作的时代
新篇章。

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当日在北京开
幕，主题为“促进青年发展、塑造共同未
来”，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

习近平向世界青年发展论坛致贺信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7月21日，省委书
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会，专题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冯飞、毛万春、徐启方等省领导
参加。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
副主任张贺福就《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四卷的编辑思路、重点内容等作了解
读。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部分成员作交
流发言。

沈晓明指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
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复
杂局面，面对世所罕见的风险挑战，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团结带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伟大实践，集中展现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
体现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共建美好世界作出的最新贡献，全面
展示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马克思主义政
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
判断力、理论创造力，是系统反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著
作。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
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原义，做到
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沈晓明强调，要结合海南实际，融会
贯通推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的
贯彻落实。要牢记“国之大者”，从战略

全局考虑问题、找准定位，抓实抓好推进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保护好生态环境、守好祖国

“南大门”、强化“陆海空”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等工作。要坚持改革创新，把制度
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完善容错纠错
和激励约束机制，聚力抓好重点领域改
革，推进改革与开放相互协同、相互促
进。要坚持斗争精神，敢于同大是大非
问题作斗争，敢于同本领不足作斗争，敢
于同不正确的政绩观作斗争。要坚持人
民至上，把握民生工作规律，用心用情用
力抓好老百姓最关切的工作，走好城乡融
合发展和乡村振兴之路。要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党建作
为最大政绩，提高干部能力素质，持之以
恒正风肃纪反腐，加快建设清廉自贸港。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

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原义
贯彻落实《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冯飞毛万春徐启方参加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李磊）
7月21日，省长冯飞主持召开省政府专
题会议，分析今年以来全省工业和建筑
业领域稳增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省工业投资和
工业增加值、建筑业运行、海上风电项目
和能耗空间内项目进展等情况的汇报，
研究分析存在问题，提出解决措施建议，
海口、三亚、儋州、东方等市县分别结合
各自发展情况进行汇报和分析。

冯飞指出，要深刻认识工业和建筑
业在稳经济大盘中的重要作用，全方位
挖掘增长潜力，筑牢稳经济大盘基石。
工业领域要明确年度和月度工作目标，
重点做好“抓存量稳定、抓在建投产、抓
增量优化”三项任务，建立项目清单和
实时调度工作机制，逐级逐项分解任
务，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工业经
济提质增效。要发挥自贸港高标准公
平竞争市场环境优势，在建筑业领域建
立长效合作机制，支持中央及外地建筑

企业融入海南，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力
争实现经济发展效益最大化。要瞄准
堵点难点问题，提升资源要素保障力
度，加快梳理全省节能挖潜空间，加强
银企对接，完善基础设施领域规划调
整，实现投资产业紧密融合。各有关市
县要扛起主体责任，全力推动工业和建
筑业稳定增长，力争为全省稳增长作出
更大贡献。

省领导沈丹阳、冯忠华、倪强，省政
府秘书长符宣朝参加会议。

冯飞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

研究全省工业和建筑业稳增长工作

■ 本报记者 李梦瑶

它们很大，工业园区里的现代化企
业动辄几十亿“身家”，但其中不少企业
面临融资难；它们很小，街头巷尾的一家
家小店不过“巴掌大”，却也是就业岗位
的重要来源。或大或小的市场主体，连
接着经济发展与千家万户，也共同构成
地方经济的“基本盘”。

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
三重压力，今年以来，我省聚焦市场主体
最关心、最期盼的税收、融资、租金、社
保、政务服务等领域，坚持阶段性措施与
制度性安排相结合，以非常之举、尽非常
之责，支持企业挺得住、过难关、有奔头。

一项项纾困助企举措纷至沓来、
掷地有声，如春雨般惠润海南 198 万

户市场主体。

问需求，助企甩掉“旧包袱”

5月底在澄迈县举行的一场市县长
“现场会”上，多家企业提出土地被征用
却拿不到补偿款、项目无法异地重建等

“旧账”。
“不能因为政府原因导致的历史遗

留问题，让企业吃亏。”会上，该县政府主
要负责人现场致歉，并一一列出问题解
决、政策落实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将政企
沟通落到实处。

一位参会的企业家深有感触：“政府
不回避问题，有决心解决问题，坚定了我
们留下来发展的信心。”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在严峻复杂形
势下，政府部门的积极作为能给市场主
体带来最大的信心。

从省领导“早餐会”到市县长“现场

会”、厅局长“接待日”，今年以来，省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专班会同省有关部门、各
市县政府，推出系列“政企面对面、服务
心贴心”活动，向外界传递出一个信号：
越来越多的党政机关敞开大门，愿意并
主动倾听市场主体的声音。

听清呼声、摸清症结，才能让政策、
服务有的放矢。

“现在企业的运营情况如何？”“需要
政府帮助做些什么？”连日来，一批批党
员干部走出机关大院，深入企业车间厂
房，听意见、问需求、解难题。他们有一
个共同身份：企业首席服务专员。

日前，我省全面铺开企业首席服务
专员制度，2258名“店小二”的服务“触
角”遍及45个省级有关部门、19个市
县、218个乡镇（街道）和重点园区，正聚
焦企业“准入、准营、退出”各环节难点堵
点痛点，全力打造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
链条。 下转A07版▶

我省坚持阶段性措施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推出系列举措助企纾困

政策靶向发力 红利精准“落袋”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孙慧）
海南日报记者7月21日从省医疗保障
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我省协议期内国家
医保谈判药报销112万人次，较谈判前
累计为我省参保患者减轻近7000万元
的经济负担。

据介绍，国家医保谈判药政策，减轻
患者就医经济负担，极大降低了老百姓因
病返贫的风险。以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

的药品“诺西那生钠注射液”为例，通过
国家医疗保障局8轮价格谈判，药价从每
支70多万元降到3万多元，患者第一年平
均使用该药品约6支，未纳入医保前患者
仅该药品一年医疗费用就达420余万元，
现经医保报销，患者一年只需承担不到9
万元的医疗费用。截至6月30日，我省已
有26名参保患者使用该注射剂96支，共
涉及医疗费用约340万元，医保报销近

280万元。另外，通过谈判节省下来的资
金，医保部门可以进一步用来购买性价
比更高的药品，将其纳入医保目录范围。

目前，在协议期内的国家医保谈判
药品共有275个，其中有71个抗肿瘤和
免疫调节药品，25个治疗罕见病药品。
下一步，省医保局将严格执行国家药品
目录有关规定，继续组织做好药品目录
的落地实施工作。

医保谈判药政策有效减轻患者就医经济负担

上半年为海南参保患者减负近7000万元

本报海口 7 月 21 日讯 （记者习
霁鸿）7 月 21 日，海口市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
报，对全市风险区进行调整，调整后辖
区无高、中、低风险区，全市转为常态
化防控。

根据通报，自2022年7月21日起，
解除美兰区甸昆教师村C栋、海南大学
桥西小区周转房B栋、人民街道捕捞村
199号、春华路兆南丽湾北侧工地宿舍、
碧海大道半岛蓝湾40号商铺、海南大学
教工南区宿舍楼（43栋、44栋、46栋）、

海甸二东路邮政嘉园，龙华区椰海大道
伟业·智青春（1-5栋）和恒大文化旅游
城（8栋、9栋、15栋、16栋）的中风险区
管控措施。

自2022年 7月22日起，解除琼山
区高登铸管小区的中风险区管控措施。

海口全市转为常态化防控

本报海口7月21日讯（记者罗霞
王培琳）海南日报记者7月21日从第二
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组委会获悉，
第二届消博会将迎来众多国内外采购商
扫货，预计各类采购商和专业观众约4
万人。

与首届消博会相比，第二届消博会
招展招商的一大特点是聚焦展销匹配，
重视结合参展商特点，重点邀请国内外
知名商贸企业、免税经营企业、跨境电商
企业等到会采购交易。

本届消博会更加聚焦专业采购商，
更加聚焦消费精品行业人群，全国工商
联、中国贸促会、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
欧美同学会等将积极组织会员企业到会
采购；中免集团、深免集团、中出服免税、
王府井、华润集团、恒隆集团、太古集团、

苏宁集团、沃尔玛、百联集团等境内外知
名免税经营、高端零售、大型商超、物业
服务、美好生活、电子商务、直播购物等
行业企业将组团参会，并举办形式多样
的采购对接活动。

太古集团将派出采购代表团参加第
二届消博会，这将是该集团第二次参加
消博会。该集团将就相关业务及未来投
资方向对接全球优质资源，积极探索在
海南自贸港开展多形式、多渠道、多领域
的合作。苏宁易购将借助消博会这一平
台与全球精品品牌对接洽谈，期待共享
海南发展新机遇。

海南多个知名免税经营、高端零售、
大型商超、物业服务、美好生活、电子商
务、直播购物等行业企业也将组团参会，
为本届消博会采购商群体注入椰风海韵

的本土风情。海南本土采购商包括百方
购物中心、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海南
椰岛全球购商业有限公司、海口城投森
昊等。

此次消博会，百方购物中心将重点
关注香化、服装、箱包和珠宝首饰等领
域，希望借此机会为百方购物中心储备
更多优质招商资源。同时也希望借助此
次消博会了解新时代消费潮流，挖掘更
多差异化品牌资源。

消博会作为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
的重要平台，集聚了众多国际国内的精
品消费品品牌。海口城投森昊作为贸易
服务平台公司，期待通过此次消博会，能
够接洽更多优质品牌企业和从事贸易业
务的企业，根据企业需求为其提供更多
定制化、专业化的贸易综合服务。

大批采购商将“扫货”消博会
预计第二届消博会各类采购商和专业观众约4万人

7月21日，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附近，白鹭在树上栖息。
据了解，昌江全力推进“六水共治”攻坚战，坚持陆海统筹，多措并举修复河口湿

地、保护红树林资源，改善湿地生态环境与水质，为鸟类等各种生物提供适宜的生存
场所，切实筑牢生态保护屏障。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7月21日，在海口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部分参加2022年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游艇
展的游艇已经就位。

7月26日至30日，2022年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游艇展将在海口举办，展示海南游艇产
业招商成果和游艇旅游产品，助力海南游艇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生态好
鸟先知

游艇展
看点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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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港观察深读·深读·

为百姓无偿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为海南
社会治理增添法治力量——

法治“播种者”

探索“基本医保+商业保险+公益救助”
多重医疗保障模式，减轻患者就医用药负担

乐城“群英”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