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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新华社北京 7月 24 日电 7 月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巴伊拉姆·贝加
伊，祝贺他就任阿尔巴尼亚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同阿尔巴尼亚有

着深厚传统友谊。近年来，两国以共
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
作为平台，增进政治互信，加强政策沟
通，推进务实合作，双边关系取得新进

展。我高度重视中阿关系发展，愿同
贝加伊总统一道努力，深化两国各领
域交往，巩固互利合作成果，造福两国
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向阿尔巴尼亚新任总统贝加伊致贺电

■ 新华社记者

盛夏时节，南海之滨。将于7月25
日拉开帷幕的2022年中国国际消费品
博览会，吸引全球目光。

去年成功举办的首届消博会，传递
出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强音。克服
许多困难后即将开幕的第二届消博会，
必将进一步彰显复杂国内外形势下中国
同世界“共享开放机遇 共创美好生活”
的开放胸怀和大国担当。

再赴东方之约
共享消费盛宴

碧海蓝天，椰风海韵。装扮一新的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静待四海宾朋。

开放的中国，重信守诺。
消博会是我国首个以消费精品为主

题的国家级展会，也是亚太地区规模最
大的消费精品展。

今年以来，在国内疫情与复杂国际
局势相互交织背景下，举办第二届消博
会，是我国克服困难、履行对外开放承诺
的坚实行动，也是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

开放的中国，互利共赢。
第二届消博会展览总面积10万平

方米，比首届增加了2万平方米。其中
国际展区8万平方米，吸引来自61个国
家和地区的1600多个品牌参展，预计有
600多个新品首发首秀。

“中国市场是欧莱雅集团的增长引擎，
为数字化和美妆科技等领域提供创新驱
动力，也因此成为集团新设北亚区总部所
在地。”法国欧莱雅集团CEO叶鸿慕说。

本届消博会上，2万平方米的国内
展区吸引1200多个国内品牌参展，其中
增设5000平方米的国货精品馆。

消博会为海外品牌开拓中国市场带
来无限机遇的同时，正助力越来越多“国
潮”“国货”走向世界，服务全球消费者。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努力把
本届消博会打造成各国扩大贸易、加强合
作、促进发展的重要平台，真诚欢迎各国
企业共乘中国发展快车，共享中国市场机
遇，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释放消费潜力
增益全球发展

23日，在消博会1号馆，工作人员正
在查看场馆的最后布展工作。陆地冲浪、
电竞体验太空舱、LED互动球场、法国罗
丹博物馆原模雕塑……来自世界各地的
消费潮品即将闪亮登场。

盛秋平说，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呈现
恢复增长态势，消费韧性强、潜力足的特
点没有改变，消费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没有改变，消费提质升级的大趋势没
有改变。举办消博会，有助于更好推动
消费恢复和潜力释放。 下转A02版▶

（相关报道见A04-A11版）

共享机遇 共创未来
——写在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开幕之际

钟华论：

回答时代课题 照亮复兴征程
掌握历史主动 走好必由之路
把握时代规律 擘画强国图景
勇于自我革命 领航复兴伟业

（B01版）

海南省拟任干部
人选公告

（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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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评论员

民企共扬帆，奔腾入“海”来。由中华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
主办的民营企业助力海南自贸港发展大
会暨重点项目签约活动7月24日在海口
举行。来自中国民营500强企业主要负责
人和多家民营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深入了
解海南自贸港发展机遇，寻求投资合作机
会，大会现场签署投资合作协议36个，意
向投资金超200亿元，火热的氛围反映出
民营企业投身自贸港建设的满腔热忱，折
射出海南自贸港的强劲吸引力。

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
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必须举全国之力、聚
四方之才”。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繁荣程度反映着经济发展的
活力与潜力，正是推动海南高质量发展不
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全省上下深入落实
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加快自贸港建设之
际，大会的召开恰逢其时，这是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加快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
要举措，充分彰显出民营企业心系“国之大
者”，自觉服务国家战略的大局意识、主动精
神，同时折射出对海南自贸港的青睐、支持。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近年来，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海南准确把握“三
区一中心”目标定位，大胆试、大胆闯，深
入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稳步推动自贸
港建设由“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再
到“进展明显”不断迈进，整体推进蹄疾步
稳、有力有序。尤其是今年4月，习近平
总书记再次考察海南，嘱托海南“加快建
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
示范”“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展示
中国风范的靓丽名片”，赋予海南新的更
重大使命。蒸蒸日上的海南自贸港，获
得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下转A02版▶

（相关报道见A02、A03版）

聚民企力量 谋发展新篇

从7月21日起，围绕“假设苏东坡穿越邂逅消博会”这一主题，海南日报连续4天
每天推出一个“东坡逛消博”版面。4个版面既相对独立，又前后呼应、彼此关联，连
接起来就是一个构思巧妙、气势恢宏的四拼图，全景展现了海南以盛会联通中外的
开放气度、全球机遇交汇自贸港的蓬勃气象。 本报记者 陈奕霖/文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周晓
梦 李磊）7月24日，由中华全国工商业
联合会、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民
营企业助力海南自贸港发展大会暨重点
项目签约活动在海口举行。中央统战部
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徐乐江，省长冯飞分别通过视频连线
方式致辞，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

徐乐江指出，展望未来，海南潜力巨
大、前景光明，必将成为新时代我国对外
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门户，必将成为各
类企业投资兴业、创业创新的热土。希望
民营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观大势、察大
局，用好政策红利、抓住市场机会、夯实发
展基础，过难关、开新局，在构建新发展格

局中不断展现新作为。要抢抓历史机遇，
结合自身实际，深度融入国家发展战略，
与海南人民同频共振，合力创造新时代的
新辉煌，努力实现企业发展的新跨越，在
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过程中不断彰显新
担当。要展现良好形象，成为爱国敬业、
回报社会、胸怀“国之大者”的典范，在实
现高质量发展中不断谱写新篇章。

冯飞表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始终是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加快建
设海南自贸港无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海
南在全国率先创建省级民营经济发展软
环境评价体系，建立民企诉求“直通车”
和联席会议制度，出台《政商交往行为指
引清单（试行）》，以“两个健康”引领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海南争取大部分自贸
港政策在封关前充分测试、落地实施，这
意味着将有更多的新政策推出，已有的
政策将覆盖到更多的区域和行业领域，
必将会给企业和人才带来巨大的发展机
遇，真诚欢迎各位企业家以赢取未来的
战略远见，来海南投资兴业，共享自贸港
机遇，共谋发展新篇。

本次活动以“民企共扬帆，奔腾入
‘海’来”为主题，会上举办了重点项目签
约仪式，签署投资合作协议36个，意向
投资金额超200亿元，签约项目涵盖医
疗、文旅等领域。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兆前，省领导
沈丹阳、苗延红出席上述活动。

民营企业助力海南自贸港发展大会
暨重点项目签约活动举行

徐乐江冯飞致辞 毛万春出席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夏希 张乐）7月24日上午，
海南人才集团有限公司在海口正式揭
牌。这是海南聚四方之才建设自贸港的
重要举措，标志着我省在用市场化手段
开发和配置人才资源上迈出了坚实一
步；该公司也是全国首个由省属国企和

中央企业合资成立的省级人才集团。
海南人才集团由省委、省政府批准，

国投集团旗下国投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和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共同成
立，注册资本金1亿元；定位为自贸港人
才战略的市场化实施主体、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主体、重大人才项目

的投资运营主体和高端人才资源配置服
务主体；服务聚焦人才引进、国际人才落
地一站式、人才培训与转职训练、人才评
鉴与职业发展、业务流程外包、管理咨询
与智库、产业载体与园区运营、人才发展
基金运营、会展交流等九大业务领域。

下转A02版▶

服务自贸港人才建设，面向全球招才引智

海南人才集团在海口揭牌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罗霞）
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暨全球消
费论坛开幕式，将于7月25日上午在海
口举行。

第二届消博会由商务部和海南省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共享开放机
遇，共创美好生活”。本届消博会将继续
坚持“精品路线”定位，更加聚焦全球消

费精品和首发首秀新品，汇聚全球头部
品牌和专业采购商，力争打造成推动高
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内外市场相通、畅通
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消费升级和消费
回流、引领全球消费时尚的重要平台。

本届消博会展览总面积从首届的8
万平方米增加至10万平方米，吸引来自
国内外参展品牌2800余个。在办展特

色方面，突出绿色低碳办展，突出保护知
识产权，突出履行社会责任。在专业采
购方面，更加聚焦专业采购商，预计各类
采购商和专业观众约4万人。

展会期间，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配套活动将举办。在突出新品首发
首秀的基础上，新增举办全球消费论坛、
国际时装秀等活动。

第二届消博会今天开幕

新华社海南文昌7月24日电 7月
24日14时22分，搭载问天实验舱的长
征五号B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
天发射场准时点火发射，约495秒后，问
天实验舱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
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
解到，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

以来的第24次飞行任务，发射的问天实
验舱是中国空间站第二个舱段，也是首
个科学实验舱。问天实验舱由工作舱、
气闸舱和资源舱组成，起飞重量约23
吨，主要用于支持航天员驻留、出舱活动
和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同时可作为天和
核心舱的备份，对空间站进行管理。

后续，问天实验舱将按照预定程序与

核心舱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神舟十四号
航天员乘组将进入问天实验舱开展工作。

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运载火箭及问
天实验舱，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所属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

（记者李国利 黎云 张瑞杰）
（相关报道见A16版）

我国首个科学实验舱发射成功

“问天”踏上问天之路

7月24日14时22分，搭载问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B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准时点火发射。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东坡邂逅消博
盛会绽放盛景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罗霞）
省商务厅7月24日举行新闻通气会通
报，省政府决定追加1亿元资金继续发
放消费券，于消博会期间启动“助商惠
民，乐享海南”第二轮消费券发放活动。

今年 4 月 28 日起，省政府安排 1
亿元财政资金开展“助商惠民，乐享海

南”第一轮消费券发放活动。截至目
前，1亿元消费券已基本发放完毕，活
动期间市县配套财政资金6300万元，
共同发放消费券，在全省掀起了一股
抢券、用券的新时尚。在总结评估第
一轮消费券发放效果的基础上，为进
一步促进消费，省政府决定追加 1亿

元资金继续发放消费券，于消博会期
间启动“助商惠民，乐享海南”第二轮
消费券发放活动，叠加消博会效应，放
大资金使用效果。

活动资金安排体现省、市县联动，充
分发挥重点市县积极性，深挖本地消费；
突出重点市县， 下转A05版▶

海南追加1亿元继续发放消费券
将于消博会期间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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