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华社记者 谢希瑶 潘洁 刘夏村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新
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洞察国际国内大局大势，
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准确把握新发展阶
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引领中国经济沿着高质量发展轨
道迈向更加光明的前景，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奠定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中国经济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

进入9月，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2022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大会、
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一系列重要活动的密集举行，成为
世界观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窗口。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这一重大判断，指明了新时代我国经济
发展的基本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就什
么是高质量发展、怎样才能实现高质量
发展作出深刻阐释：

“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
不好’”“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
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
要求”。

这是再塑中国经济的伟大创举——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
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

时间回到2012年。彼时的中国，行
至一个新的历史关头，亟待解决粗放发
展方式难以为继、发展仍不平衡不充分
等诸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进行深邃思考，并提
出一系列重要论断、作出重要指示：

从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到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率论英雄，从判断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三

期叠加”时期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从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到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这一系列深远谋划指引经济建
设以高质量发展实现新飞跃。

10年来，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
全的发展之路——

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比重由11.4%
上升到18%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
献总体上保持在30%左右；制造业增加
值占全球比重从22.5%提高到近30%，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却累计下降
约34%；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
障体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
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进入“十四五”，我国又踏上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
‘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主题”“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
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

新征程上，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
部环境，只有把高质量发展主题贯穿到
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真抓实
干、久久为功，才能更好抵御各种风险挑
战，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
性互动。 下转A02版▶

迈向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高质量发展述评

关注援琼医疗队

■ 本报记者 马珂

海南从未经历过这样一个夏天。
病毒将城市静止，人们减少了往来，

似乎隔得远了，有些感情却拉得近了！
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20个省区市

的2万多名“异乡人”携无畏而来，与海
南同呼吸共命运。从此在他们心中，海
南不再只是一个地名。

跨越山海的奔赴，生命相托的守护。
防护服里流下的汗水、N95口罩里

艰难的喘息、暴雨中不曾停歇的脚步、手
指上不断磨出的新茧、方舱里不停变长
的出院名单、重症患者转危为安的喜悦
……这些都是援琼医疗队留给海南的

“印记”！
海南送别恩人。望你们早日归乡团

圆，却又不舍得你们离开。
警车开道、夹道相送，深情鞠躬、相

拥而泣，声声呐喊、阵阵掌声，似乎都不
足以表达海南的感激之情。情谊的深
厚，并不一定以时间长短而论。

或许我们不曾见过你们的面庞，但
那一定是英雄的模样！谢谢你们为海南
所做的一切！

未必曾相识
却把最好的留给彼此

9月10日，中秋佳节。这一天，海
南宣布全面实现高质量社会面清零目
标。

“祝愿海南早归美好！”当晚，湖北省
援琼医疗队队员杜艳华在家乡荆州的隔
离酒店里，用朋友圈转发了这条消息，编
辑了这句祝福。援琼医疗队队员的身份
将随着她解除隔离回归日常而“卸任”，
但这段经历却深深印刻在她的记忆里。

时光回溯到8月6日，在海南疫情
最吃紧的时候，援琼医疗队陆续从四面
八方星夜驰援，再次弘扬生命至上、举国

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
抗疫精神。

湖北逾1000名核酸采集医护人员
于8月8日凌晨抵达海南，分别支援三
亚、陵水和万宁等地。截至8月28日，
他们共开展21轮核酸采样，累计派出采
样队员近1.8万人次，累计采样532万余
人次。

每一个数字，都见证了杜艳华和队
友们不惧风雨、不畏高温的付出。

“工作压力和水土不服，从陵水转战
三亚的第三天，同组几乎一半队员都出
现了身体不适，但除了1名中暑的队员
外无一人请假，当时真的泪目了。”杜艳
华回忆道，大家的想法就是早点完成采
样任务，让居民少等一会儿，让志愿者和
队员们少穿一会儿防护服、少流一点儿
汗。杜艳华说，援琼期间，老百姓的配合
也让他们感动。得知是外地医护，居民
们一声声“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支援
海南”，让身在异乡的队员们倍感温暖。

下转A03版▶

海南铭记
——写在援琼医疗队队员陆续返程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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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刘操）
9月11日下午，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到海
南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围绕生态环境
民主监督开展调研。

在海南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指挥中
心，毛万春通过听取汇报和观看实时监
控等形式，详细了解社管平台“六水共
治”监控系统对全省部分水库、河段监管

及运行情况，了解海南社会管理信息化
平台环境保护系统对全省各市县秸秆露
天存放、焚烧等问题监管情况。

毛万春对海南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
在助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过程中取得的
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海南社会管理
信息化平台要认真落实《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 下转A03版▶

毛万春到海南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调研
湖南援琼医疗队队员化身

“贴心管家”照顾孕产妇患者

一群特殊的
“母婴护理师”

一线直击

9月11日，在文昌市约亭产业园内，工人正有序开展作业。该园区科学安排、精准施策，全力抓项
目、抢工期、赶进度，切实做到疫情防控和重点项目建设“两手抓”“两不误”。目前，该园区在库项目14
个，计划总投资24.54亿元。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文昌约亭产业园：

重点项目“全力跑”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0日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致
贺电，对查尔斯三世登基表示祝贺。

习近平指出，今年适逢中英建立大
使级外交关系50周年，我愿同查尔斯三
世国王一道努力，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

解和友谊，扩大友好交流和互利合作，加
强全球性议题的沟通，造福两国和两国
人民，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习近平致电祝贺英国国王
查尔斯三世登基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李磊）
9 月11日下午，省长、省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总指挥冯飞在
海口先后主持召开省疫情防控专题调度
会、三亚疫情防控工作碰头会，部署全省
外防输入、复工复产以及三亚疫情防控
工作。

冯飞在省疫情防控专题调度会上指
出，当前我省已全面实现高质量社会面
清零目标，但各类风险依旧存在，要时刻
保持警惕，毫不放松地抓好各项防控工

作。要高度重视海上防输入工作，通过
科技化手段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实现
对出海渔民、渔船相关信息的共享，做
到动态化、扁平化管理，筑牢海上防输
入屏障。要加强跨市县人员流动管理，
确保相关人员健康信息第一时间推
送。要严格落实高校返校复学相关防
控政策，确保学生返校复学工作安全有
序开展。要持续加强隔离点管理，做到
科学精准、善始善终，确保万无一失。
要集中精力抓好复工复产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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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亚疫情防控工作碰头会上，冯
飞充分肯定了近期三亚在巩固扩大疫情
防控成果方面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三亚
要继续以分区、分级、分步骤原则做好解
除临时静态管理及后续工作，省级层面
要加大对三亚复工复产相关工作的支持
力度。

省领导沈丹阳、周红波、王路，省政
府秘书长符宣朝分别参加上述会议。

冯飞在省疫情防控专题调度会等会议上指出

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
筑牢海上防输入屏障

本报讯（记者罗霞）新设企业、增资
扩产……近段时间以来，海南招商引资
不停歇，全球企业投资海南自贸港热
情不减。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我省相
关部门和单位获悉，8月以来，全球企
业通过参加线上推介会等多种方式密
切对接海南，多家头部企业在海南设
企投资。

我省本轮疫情发生后，省商务厅、海
南国际经济发展局以及一些市县、园区
等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推
动企业投资海南。海南国际经济发展
局与全球一些企业就相关投资事宜保
持密切沟通与对接，并携手相关园区、
单位等举办了多场线上推介会，同时积
极协调解决投资者在注册企业、项目建

设等方面遇到的问题。
在近日举行的跨国企业自贸港发

展机遇线上推介会上，来自数字经济、
物流、高端制造、奢侈品、美妆等领域的
数十家头部企业代表共计100余人线
上参会。与会跨国企业代表非常关注
海南自贸港政策等环境，十分看好中国
市场和海南自贸港发展前景，表示未来
将加强与海南的合作，谋求共同发展。

8月，苏富比（海南）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太古可口可乐供应链管理（海南）
有限公司等企业纷纷注册成立，成为海
南自贸港的新成员；多家外资企业到
资，加大在海南的投资布局。

经多方推动，8月11日，苏富比（海
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完成注册，全球

头部拍卖行苏富比正式落地海口，将依
托海南自贸港政策，引进全球珍贵艺术
收藏品，开展保税拍卖、艺术拍卖等业
务。苏富比相关负责人表示，苏富比看
重海南自贸港在贸易、投资、跨境资金
流动、人员进出等方面的自由化便利化
政策，以及海南的营商环境、区位及市
场优势，看好海南在艺术品消费及交易
中心方面的发展前景，对海南自贸港的
未来充满信心。

法国道达尔能源与海南国际经济
发展局近日举行线上会议，就在琼投资
相关事宜进行对接沟通。道达尔能源中
国与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以视频方式签
署合作备忘录，携手推进清洁能源业务
和技术在海南的发展。

8月以来全球企业密切对接海南自贸港

多家头部企业在海南设企投资
本报三亚9月 11日电（记者李艳

玫 黄媛艳）经综合研判，三亚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决定自9月11日12时起，对海
棠区行政区域（中风险区除外）、崖州区
行政区域、育才生态区行政区域（中风险
区除外）、G98绕城高速路以北片区、亚
龙湾片区等区域解除临时静态管理。中
心城区（迎宾互通、竹络岭隧道以西，马
岭以东，G98绕城高速以南）暂不解除临
时静态管理，所辖各社区（村、居）现行管
控措施保持不变，后续根据疫情形势分
期分片区解除。

据介绍，对于解除临时静态管理的
区域，三亚进一步调整了管控措施：一是
恢复农业等生产活动，开放超市、商场、
理发店、餐馆等经营场所，餐馆不开放堂
食；开放室外公共场所，准予快递、外卖
运营；恢复片区内公交、私家车、出租车、
网约车等正常通行。二是暂不开放影
院、酒吧、KTV、网吧、棋牌室等室内密
闭经营场所，暂不开放农贸市场，暂不开
放渔业生产。三是保留社区（村、居）进
出卡口，人员凭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
明、扫地点码、测温通行。四是人员、车

辆不出三亚、不跨片区。
据了解，崖州区明确实行复工复产

白名单管理，从事白名单内生产和经营
项目的企业可即时申请复工复产。按行
业、产业和经营项目等，该区列出复工复
产白名单，并实行动态调整。

目前，三亚仍有高风险区26个、中
风险区49个，其中天涯区5个高风险
区、22个中风险区；吉阳区21个高风险
区、21个中风险区。经综合研判，传播
风险仍然存在，因此，对中心城区暂不解
除临时静态管理措施。

三亚部分区域解除临时静态管理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宽阔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操作控制
系统，将一片片浇筑好混凝土的PC叠
合板通过生产平台送入养护窑……位
于临高县金牌港开发区的海南绿色建
筑产业园，生产车间繁忙而又有序。

中秋节当天，临高县金牌港开发区
的多家企业和在建项目仍开足马力，要
把因受疫情影响而耽误的工期抢回来。

海南绿色建筑产业园是中铁建设
集团在海南自贸港布局的首个绿色建
筑产业园项目，项目一期占地面积100
亩，拥有国际先进水平的PC叠合板和
楼梯板等装配式建筑部品生产线5条，

年设计产能10万立方米，于去年底正
式投产。

本轮疫情发生后，海南绿色建筑产
业园立即进行封闭管理，筑牢疫情防控
防线。“按照我们的产能一天可以生产
108立方米的PC叠合板，目前日产能
已恢复到90%左右。”中铁建设建筑发
展（海南）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钰说，公
司生产的PC叠合板和楼梯板主要供应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江东新院、三
亚中央商务区等省重点项目和园区建
设，随着全省正有序复工复产，公司也
加班加点提升产能，跟项目建设单位一
起把工期抢回来。

在加快生产的同时，中铁建设建筑

发展（海南）有限公司技术部与中铁建
设集团技术中心也在加快开展钢筋混
凝土剪力墙组合模壳智能加工装备研
发工作，其具有运输安装轻便、快捷，节
省人工等特点，能明显提升施工速度，
降低建设成本。

“此外，我们还引进了自动化程度
较高的钢管桁架预应力叠合板生产线，
目前正在抓紧安装，计划下月投入使
用。”中铁建设建筑发展（海南）有限公
司执行总经理曹志永说，未来该园区还
将逐步打造数字化装配式工厂和产学
研一体化产业平台，引领海南省装配式
产业潮流。

（本报临城9月11日电）

临高金牌港开发区企业和项目开足马力

加班抢生产 加速提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