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中，6月份我省工业投资完成76.3亿元

环比5月增长44.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同比增长 18.3% 汽车制造业同比增长8.7% 金属制品业同比增长55.4%

今年上半年我省装备制造业工业总产值达62.8亿元，同比增长 14.2%
重点行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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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7月26日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
宾馆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就中印尼
关系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
全面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
共识。

习近平指出，你是北京冬奥会后中
方接待的首位外国元首，充分体现了双
方对发展中印尼关系的高度重视。近年
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印尼关系蓬勃
发展，彰显强劲韧性和活力。双方战略
互信日益巩固，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合
作“四轮驱动”合作格局不断深化，在维
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世界团结合作方
面展现担当，积极有为，树立了发展中大
国联合自强、互利共赢的典范。事实证
明，发展好中印尼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共
同长远利益，也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产生

积极深远影响。当前，中国人民正向着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印尼人民也正为实
现2045年建国百年目标积极打拼。我
愿同你一道，继续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
度引领中印尼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
两国人民，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
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印尼发展阶段
相似，共同利益相连，理念道路相通，前
途命运攸关。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是
两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和普遍期待。很高
兴双方确立了共建命运共同体这一大方
向。中方愿同印尼以此为统领，巩固战
略互信，坚定支持彼此维护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坚定支持彼此探索符合本国
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对方发展经
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双方要推动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走向深

入，结出更多硕果。力争如期高质量建
成雅万高铁，实施好“区域综合经济走
廊”和“两国双园”等重大合作项目。中
方将继续全力支持印尼建设区域疫苗生
产中心，密切公共卫生合作，愿继续扩大
进口印尼大宗商品和优质农副产品。中
方愿积极参与建设印尼新首都和北加里
曼丹工业园，扩大发展融资合作，在数字
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正以前
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印尼要同舟共济，
展现发展中大国责任担当，践行真正的
多边主义，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为推进
全球治理提供东方智慧，贡献亚洲力
量。中方全力支持印尼主持召开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愿同印尼加强
协调配合，确保峰会取得圆满成功。中
方也将全力支持印尼当好明年东盟轮值
主席国， 下转A02版▶

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会谈

7月2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举行会谈。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本报海口7月26日讯（记者刘操）
7月23日至2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
英率队来琼考察调研，并主持召开琼港
经济合作发展咨询委员会座谈会。省政
协主席毛万春参加有关活动。

24日到26日，梁振英率考察调研
组一行分别前往海口市江东新区、海口
港澳工业开发区、三亚市海棠区、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产业促进中心等地进行实地
调研，详细了解琼港经济合作发展示范
区选址等情况。

24日下午，琼港经济合作发展咨询
委员会座谈会在海口召开，省委深改办

（自贸港工委办）、省旅文厅、省工信厅、
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教育厅、三亚市
政府等7个单位负责人就琼港经济合作
发展最新进展情况作汇报。与会人员充
分交流，共商琼港经济合作对策。

梁振英表示，未来五年，海南将会是
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伙伴之
一。要充分重视琼港经济合作，思考在
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用好国家赋予海南
的改革自主权，加快推动制度型开放。
要发挥琼港经济合作发展示范区作用，
做到海南所需，香港所长。香港可为海
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借鉴，也可与海南优

势互补，共同推进国家的全面开放。
毛万春对琼港经济合作发展咨询委

员会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海南各
有关单位要敢担当、善担当，积极对标借
鉴香港自贸港建设发展经验，推动琼港
合作往深处、实处走，取得新进展。

在琼期间，琼港经济合作发展咨询
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分别与海口市政府、
三亚市政府相关负责人签订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

省领导沈丹阳、周红波、罗增斌、倪
强、李国梁参加相关活动。

梁振英来琼考察调研
在琼期间主持召开琼港经济合作发展咨询委员会座谈会，

毛万春参加相关活动

本报海口7月 26日讯（记者陈蔚
林）7月26日，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
博览会海南农业专题招商推介座谈会在
海口举行。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徐
启方，副省长刘平治出席并巡馆。

座谈会上，中国南光集团、正大集

团、泰森食品等9家企业发言，分别介绍
了各自发展情况和在琼投资计划，表示
愿意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建议双方建
立常态沟通机制，推动合作项目落地。

会议指出，海南自贸港具有得天独
厚的政策优势、区位优势，下转A02版▶

第二届消博会海南农业专题招商推介座谈会举行
徐启方出席并巡馆

本报海口7月26日讯（记者袁宇）
7月26日，海南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七次会议在海口开幕。

本次会议会期两天，共有两次全体
会议和一次联组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于7月26日召开，应到省六届人大常委
会组成人员59人，实到50人，符合法定

人数。
第一次全体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副主任李军主持；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胡光辉、肖杰、刘星泰、苻彩香、孙
大海、康耀红、陆志远、关进平，省人大常
委会秘书长林泽锋出席会议。

下转A02版▶

海南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开幕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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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沈君
刘桂林 蒙广元）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
工业投资较去年同比增长43.5%，增幅
排名全国第三。

其中6月份我省工业投资完成76.3
亿元，环比5月增长44.5%。省工信厅
确定的111个工信产业项目上半年完成
投资进度54.31%，快于序时进度4.3个
百分点。

其中前5个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近九成，占全省工业投资比重超六成，较
上年提升12个百分点，这主要得益于海
南自贸港持续吸引一批风电装备、清洁
能源等高端制造项目落地加快建设。

上半年工业投资中，石油化工新
材料、现代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起到

“压舱石”作用，其中前 5个月石油加
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投资同比增
长 233.16%，对制造业投资增长贡献
率达到80.72%。

今年上半年，我省高技术制造业项
目投资加大，助推全省投资高质量发展；
深海装备、航天设备、清洁能源设备、节
能环保、风电装备等高技术制造业完成
投资同比增长61.8%，占全省制造业投
资的比重为15.2%，占比较去年同期提
高1.5个百分点，拉动全省制造业投资
增长8.5个百分点。

一批风电装备制造业项目正抓紧开

工建设，如东方明阳新能源高端装备产
业基地上半年完成投资已近5亿元。此
外，一批储备项目如世界新能源汽车体
验中心等正有序推进，将为我省高新技
术产业增添新动能。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省装备制
造业工业总产值已达62.8亿元，同比增
长14.2%。重点行业中，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业同比增长18.3%，汽车制造业
同比增长8.7%，金属制品业同比增长
55.4%，是拉动全省装备制造业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同时二季度“电汽金”三
大行业与一季度环比增长均实现翻倍，
显示我省装备制造业经济处于上升趋
势，增速趋势稳定。

上半年我省工业投资同比增长43.5%
增幅排名全国第三

本报海口7月 26日讯（记者陈雪
怡 通讯员石俊 沈婷婷）在7月26日举
行的海南海事局扩大船舶证书“多证合
一”改革启动仪式上，该局向海南海峡航
运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的滚装客船“长乐
公主”等5艘船舶颁发了首批可在海南
省内适用的新版船舶“多证合一”证书
——《海南省船舶安全与防污染证书》，
标志着我省在全国首次推行船舶证书

“九证合一”，让改革红利惠及更多企业
和船舶。

去年4月，在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支
持下，海南海事局率先在三亚开展涉客
船舶和游艇船舶证书“多证合一”改革试
点工作，将7本船舶证书合并为一，大幅
精简办证流程、材料及时间，取得良好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并入选海南自由贸易

港第八批制度创新案例。
为进一步释放船舶证书“多证合一”

便民利民效应，海南海事局决定在全省
范围内复制推广船舶证书“多证合一”。

相比三亚改革试点方案，此次在全
省范围内推广的船舶证书“多证合一”
改革试点工作不仅继承了一船一码、证
书电子化等创新内容，还呈现三大亮
点：一是试点范围更广、程度更深，试点
船舶的船籍港由原来的三亚籍扩大到
海南各个船籍港，适用航行水域由原先
的三亚水域覆盖到整个海南水域；试点
船舶类型由原来的“涉客船舶”和“游
艇”扩展到所有船舶；合并证书种类由
原来的“七证”增加到“九证”，在全国首
次实现船舶证书“九证合一”。二是办
证流程、材料更简，效率更高，业务流程

全部优化、重构，内部审批层级由三级
审批转变为一级确认，新登记船舶申请
材料数量由12项缩减为最少3项。三
是信息技术支撑作用更强，业务流程全
网上运行，海事、船检部门数据互通共
享，远程视频校核、智能表单等海事e
服务正式上线，系统使用用户大幅扩
展，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腿、办证更便
捷”。据初步统计，“多证合一”改革试
点全省推广后，受益船舶预计将达到
2000艘。

海南海事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海南海事局将继续推进船舶证书“九
证合一”改革顺利实施，以实实在在的改
革成效为辖区航运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
力量。

我省在全国首次实现船舶证书“九证合一”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经省政府同
意，省财政厅近日下达2400余万元奖励
资金，支持海南会展业发展。

前述款项为2021年第四季度省级
会展项目奖励资金。其中，会展项目
——2021第五届海南国际健康产业博
览会分配金额达500万元，2021第十二

届中国国际创意设计推广周、2021中国
（海南）国际海洋产业博览会分别获得奖
励54.3万元、225.6万元，2021年中国林
草经济发展博鳌大会获得287.9万元奖
励，2021年（第六届）海南世界休闲旅游
博览会、2021年（第七届）海南国际旅游
美食博览会、2021年（第二届）海南国际

旅游装备博览会分别获得329.8万元、
394.7万元、638万元的资金奖励。

省财政厅要求，有关单位要按照《海
南省支持会展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等
有关规定，尽快将资金拨付申报单位，并
对照有关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与绩效
评价，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海南下达2400余万元资金支持会展业发展
7个项目获奖励

本报海口7月 26日讯（记者陈雪
怡）7月26日的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人
气“更胜”天气。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
博览会开展首日，全球精品云集，各方宾
朋汇聚。据统计，第二届消博会开展首
日入场人数超4.8万人次。

消博会是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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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共享开放机遇 共创
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第二届消博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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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打造成为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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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展品牌增、展览面积扩、首发首秀
亮、各类活动多、时尚氛围浓……第二届
消博会亮点纷呈。

7月26日共举办活动74场，包括第
二届全球消费创新暨免税与旅游零售大
会，以及全球消费论坛系列活动25场。

安永、毕马威等机构发布各类专业消费
类报告20余份。同时举办了第二届消
博会时装周开幕大秀，发布100件最新
系列单品。举办新品首发首秀48场，发
布新品110件，涉及体育户外、电子产
品、家具日用、香化等品类。

7月27日还将举办第二届可持续
消费高峰论坛等活动，第二届消博会时
装周、新品首发首秀等也将继续引领消
费时尚、展现精品魅力。

（相关报道见A03—A11版）

全球精品云集 各方宾朋汇聚
第二届消博会开展首日入场人数超4.8万人次

海南日报客户端 海南日报官方微信 新海南客户端

读懂海南 看我们的

7月26日，在第
二届中国国际消费
品博览会上，富德集
团与三丽鸥将三亚
Hello Kitty 度假区
“搬”到展会现场，其
中 400 平方米超大
型沉浸式乐园体验
展台、高达6米的室
内过山车和5.6米的
摩天轮等主题设施
备受关注。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度假区
“搬进”消博会

跨省异地就医
新规出台

这些细则事关你我

让参保人异地
就医更便捷
——解读跨省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新规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