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1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邮发代号：83-1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 夜间 多云 风向风速 东北风转偏北风4级 温度 最高28℃ 最低22℃ 海口市空气质量：二级良，细颗粒物（PM2.5）15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举报：966123 邮箱：hnrb_xfjb@163.com 订阅热线：66810505 邮发代号：83-1

H A I N A N D A I L Y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星期三 国内统一刊号CN46-0001 /今日16版
南海网 www.hinews.cn www.hndaily.com.cn

壬寅年九月十七 廿八霜降 2022年10月

1950年5月7日创刊/ 海南日报社出版/ 第24110号 12

海
南
坚
持
发
展
成
果
由
人
民
共
享
，持
续
保
障
和
改
善
民
生

民
生
答
卷
暖
人
心

（A
02 / 15

版
）

导
读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10月1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德国总统施泰因
迈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过去50年来，中德秉
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精神，持续推进
两国关系，努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谱写了携手同行、相互成就的
篇章。我高度重视中德关系发展，愿同
施泰因迈尔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
50周年为契机，继往开来，推动中德全
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造福两
国和两国人民。

施泰因迈尔表示，50年来，德中关
系在多领域向深层次发展，增进了两
国交流和两国人民福祉。中国是德国
第一大贸易伙伴，德中经贸合作符合
双方利益。祝愿两国间合作继续蓬勃
发展。

习近平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
就中德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新华社海南文昌10月11日电（邓
孟 杨晓敏）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了解到，执行天舟五号飞行任务的
长征七号遥六运载火箭已完成出厂前所
有研制工作，于10月11日安全运抵文
昌航天发射场。之后，长征七号遥六运
载火箭将与先期已运抵的天舟五号货运
飞船一起按计划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
试工作。

当前，空间站建造已进入收官阶
段。按计划，年底前将实施梦天实验

舱、天舟五号、神舟十五号飞行和神舟
十四号返回等 4次任务，完成空间站
建造。

目前，执行上述任务的飞行产品均
已进场，文昌航天发射场2箭2舱（船）
同时在场区进行测试，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同步开展载人飞船发射和回收任务准
备，测控通信系统陆海天接力、全天候值
守保障空间站安全稳定运行，神舟十四
号航天员在轨“出差”时间过半，神舟十
五号乘组正在加紧训练，各项空间科学

实验扎实稳步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果。
面对多项任务压茬推进、多个方向

并行开展、多支队伍齐聚一线的任务形
势，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充分发挥新型举
国体制优势，大力弘扬“四个特别”的载
人航天精神，全局一盘棋、上下一条心，
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全力以
赴确保重大任务圆满成功，确保工程“三
步走”战略目标如期完成，以决战决胜空
间站建造任务的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长征七号遥六运载火箭安全运抵

2箭2舱（船）同时在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测试
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全力开展空间站建造后续任务准备

本报海口10月11日讯（记者周晓
梦）10月1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cdf海
口国际免税城获悉，开业在即的cdf海
口国际免税城将云集800多个国际国内
知名品牌。其中，预计将有25个海南免
税店首进品牌，以及78个海南离岛免税
中免集团独家品牌与消费者见面。

在cdf海口国际免税城中，近4000
平方米的高奢通体主力店首次引进轩尼
诗、卡慕、上下、宝诗龙等多家旅游零售
渠道品牌复合业态；在店铺设计方面，则
包含5家全球独家定制品牌店、5家全球
首店以及50余家全球最新概念设计品
牌专卖店。

从众多首进、独家品牌来看，该免税
城囊括有圣罗兰、普拉达、博柏利、葆蝶
家、盟可睐、巴黎世家等众多国际一线品

牌。此外，以路铂廷为代表的众多著名
时尚品牌，将与中免集团独家合作开启
海南首店；Thom Browne、梅森·马吉
拉、Ami Paris等国际新锐设计师品牌
也将入驻于此。

从品类来看，cdf海口国际免税城
特设全球旅游零售面积最大、品牌最全
的香化世界，单层3万平方米，除了海蓝
之谜、肌肤之钥等头部美妆护肤品牌外，
还引进了海南免税店首进品牌圣塔玛利
亚诺维拉，以及近10家海南离岛免税
cdf独家香化品牌，并将为消费者提供
虚拟试妆、独家定制、香化课堂、明星演
绎等创新互动体验。

酒水品类中，人头马、马爹利、卡
慕、馥华诗、帝亚吉欧威士忌精品店等
世界名酒品牌也将以全球最新概念设

计呈现。
珠宝腕表品类中，cdf海口国际免

税城引进了包括卡地亚、梵克雅宝、江诗
丹顿、欧米茄、萧邦等50多家全球一线
腕表珠宝品牌，包括近10家海南岛唯一
店铺。cdf海口国际免税城也是国内首
家拥有独立制表店的商业综合体，引进
了包括亚诺、法穆兰、亚明时等在内的6
家顶级独立制表品牌，为消费者带来别
具一格的购物体验。

据介绍，在母公司中国旅游集团的
领航下，中免集团先后与全球1200多个
世界知名品牌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深耕海南硕果累累，cdf海口国际免
税城将致力于为全球消费者带来多元丰
富的购物体验，进一步做大海南旅游零
售市场。

cdf海口国际免税城开业在即，超800个知名品牌入驻

众多首进独家品牌将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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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慧

“共享”是新发展理念的着眼点和
归宿，深刻回答了“发展为了谁”的问
题，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
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要求
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确保自由贸易港建设红利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体人民。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以人民为中心
的自贸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海南考
察，殷切嘱托全省领导干部“把所有精
力都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上”。省第
八次党代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
示精神，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共
建共享、共同富裕的自由贸易港”列为

“八个自由贸易港”建设主要任务之一，
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民生情怀和共
享发展的新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4·13”以
来，海南牢记使命嘱托，在发展中保障
和改善民生，扎实推进共建共享、共同
富裕。比如，64.97 万农村贫困人口与
全省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人民
生活水平全方位提升，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比2012年增长1.2倍，增速快
于全国；公共服务全方位普及普惠，“家
门口上好学”和“小病不进城、大病不出
岛”正成为现实；社会保障网全方位织
密织牢，兜底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共
享发展理念不断转变为广大群众稳稳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在建设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伟大征程中，我
们要始终坚持共建共享，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实施更多有温度的举措，落实
更多暖民心的行动，不断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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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

民生答卷暖人心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上午，68岁的海口市民丰友来到该市琼山区社区和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在活动室娱乐后，等待享用午餐。区
域性养老服务中心的建立让当地老年人的生活更加丰富
多彩。

下午，海口市龙泉中心小学学生硕硕下课后，迫不
及待地奔向操场练习排球。得益于“双减”，学校的兴趣班
从原有的15个增至32个，农村娃也能享受优质的课后
服务。

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承载着人民群众最朴实的期待
与梦想。很多个寻常的日子，丰友和硕硕这一老一小都这
样度过，感受着生活里的点滴变化，体会着党和政府念兹
在兹的为民情怀。

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
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采取一系列重要政策
举措惠民生、纾民困、解民忧，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更加丰盈、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打造乡村振兴“海南样板”

青砖黛瓦，椰林环绕，荷塘清波荡漾，一幅恬静的乡村
图景如画卷徐徐展开。

国庆假期，不少游客慕名到琼海市博鳌镇留客村游
玩。近年来，该村在建设美丽乡村基础上重点打造侨乡文
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村民
们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的梦想成为现实——

50岁的村民黄亚三不再到离家10多公里外的镇墟打
工，而是留在村里的餐厅后厨帮厨。他的左邻右舍也在景
区工作，有的负责开电瓶车，有的负责园林管养，每个月平
均工资能达到3000元。

时针拨回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决定》出台，强调要“采取超常规举措，拿出过
硬办法，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殷殷
嘱托，海南出台一揽子政策措施，派出2700多支乡村振兴
工作队8500多名队员深入各地，勠力取得5个贫困县全部
摘帽，6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65万名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全部脱贫的丰硕战果，书写了中国减贫奇迹的海南篇章。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省委、省政府深刻认识到，海南自由贸易港有80%的

土地在农村，60%的人口是农民，20%的地区生产总值来

自农业。没有乡村振兴，就没有自由贸易港。
如何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为自由贸易港建设

奠定经济社会发展坚实基础？省委书记沈晓明强调，把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基础性工程
来谋划推进，努力打造乡村振兴“海南样板”。

政策保障日趋完善——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
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完善开发式救助和社
会保障兜底分类帮扶机制；

发展基础不断夯实——“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质增
效，“丰”字形+环岛高速公路网基本成型，“县县通高速”全
面实现，环岛旅游公路加快建设；

精神面貌愈发昂扬——开展“六治”专项活动，通过设
立扶贫超市、张贴红黑榜等，营造比学赶超氛围，推动脱贫
群众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大幅提升。

今年9月，昌江山海互通旅游公路霸王岭至王下乡路
段实现功能性通车，游客可以自驾前往王下乡，览山景、观
云海、赏星空。

抓住国庆假期和道路通车的“天时地利”，王下乡的
各个村庄举办丰富活动：洪水村每天举办声光电演示，浪
论村轮番上演黎族歌舞，三派村新开了酒吧、咖啡屋和帐
篷营地，在此驻唱的黎族歌手用一首首山歌把游客唱醉。

从“看天吃饭”到“事在人为”，从“卖农产品”到“卖生
态、卖文化、卖流量”……脱贫地区迎来了由内而外的深层
次变化，展示了海南乡村发展的无限可能。

为百姓托起“稳稳的幸福”

9月13日，海南中学白沙学校在白沙黎族自治县揭
牌；9月28日，海南省农垦中学教育集团黄流中学在乐东
黎族自治县揭牌……短短半个月，我省跨区域集团化办学
标志性项目相继落地。

教育和医疗，原本是海南民生领域的两块“短板”，如
今却成为自由贸易港吸引海外消费回流的有力抓手——

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吸
引20余所国内外知名高校签约入驻、合作办学，学生在海
南就能接受国际一流教育，实现“学在海南=留学国外”。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2021年接待医疗旅游
人数12.73万人次，同比增长90.57%；2022年上半年接待
医疗旅游人数91974人次，同比增长60.21%，境外医疗消
费回流明显提升。

这转变的内驱动力是什么？省长冯飞给出答案：百姓
越烦心、越揪心的事情，我们政府就是要千方百计解决好。

要让百姓学有所教——实施“好校长好教师”“一市
（县）两校一园”等教育工程，全面推动各级各类教育高质
量发展，实现全方位、开创性、格局性变化。

要让百姓病有所医——持续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联动；基本形成“五大区域医
疗卫生中心”，实现全省“1小时三级医院服务圈”全覆盖。

要让百姓老有所养——建立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生
活津贴制度，惠及全省近24万名老年人；建立特困供养人
员照护制度和农村留守老人探访制度，全省1.87万名城乡
特困老人得到照护。

要让百姓住有所居——坚持“房住不炒”，将土地供应
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以发展安居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
公共租赁住房为着力点，加快完善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
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五指山市的2个乡镇5个村民小组被划入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范围，143户491名村民需要易地
搬迁。畅好乡毛庆村村民张桂女就在其中。

今年9月，张桂女迁至新居，位于市区的龙庆新村小区
闹中取静，宽敞明亮的两室一厅采光很足。她直言，这次搬
家就像是“梦想成真”，再也不用担心女儿每周颠簸30公里
山路从学校回家，世代赖以生存的热带雨林也将永葆葱郁。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一桩桩民
生实事压茬推进，就能为百姓托起“稳稳的幸福”。

积极探索共同富裕实现途径

10月9日，海南就业驿站建行海口琼山支行站开始提
供服务。至此，海南就业驿站发展到了100家，累计帮助
近6万人次劳动者实现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省委、省政府坚持把就业放在民生
工作首位，强化就业优先政策，落实落细稳就业举措。

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面对经济下行给就业
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海南聚力打好缴费缓减、稳岗返还、资
金补贴、就业帮扶、就业服务相结合的“组合拳”，千方百计
稳定就业大局。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创业，推动城乡居民收入水
平持续提高、收入差距逐年缩小：2021年，海南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突破3万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22，比全国平
均水平低0.28。

如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精神
文化生活不能缺失。

国庆期间，我省各地丰富优质旅文产品供给：海口市
推出“乐享国庆·欢游海口”套餐，儋州市举办“研学东坡，
走读儋州”研学活动，定安县发放百万旅游消费券，联合各
大景区景点推出特色旅游活动和路线……

对海南来说，文化具有特殊重要性，不仅是公共服务
的基本内容，还是大力发展的重要产业、优化营商环境的
有效抓手。

坚持守正创新，海南进一步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公共文
化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省美术馆、省科技馆、省艺术中心
等公共文化设施开工建设；覆盖省市镇村四级，以博物馆、
图书馆、文化馆为龙头，以乡镇综合文化站为重点，以村级
文化服务中心为基础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基本形成。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时勉励各级领导干部要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牢记党的根本宗旨，想群众之所想，急
群众之所急，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上。

谆谆嘱托牢记心间，海南必将实施更多有温度的举措，
落实更多暖民心的行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
的急难愁盼问题，积极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团结
带领全省人民在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新征程上再创新的辉煌。

（本报海口10月11日讯）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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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口市美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长者饭
堂，老人们一起品尝自己包的饺子。

除建立长者饭堂外，我省还建立80岁以上高龄
老年人生活津贴制度，惠及全省近24万名老年人；建
立特困供养人员照护制度和农村留守老人探访制度，
使全省1.87万名城乡特困老人得到照护。

文/图 本报记者 陈蔚林 王程龙

三亚博后村哎岬湖湿地公园，“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的嘱托被村民刻在石头上。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养
老

2018年至2021年，我省共完成送戏下乡惠民演出1600余场，开
展“戏曲进校园”活动200余场，引进省外优秀剧目来琼惠民演出超过
百场。图为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在琼演出。

文/图 本报记者 刘晓惠 张茂

我省实施“好校长好教师”“一市（县）两校一园”等教育工程，全
面推动各级各类教育高质量发展，实现全方位、开创性、格局性变
化。图为引进合作办学学校——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学生在练习
运球。 文/图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张茂

教
育

患者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
行区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享受优质
医疗服务。

据悉，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2021年接待医疗旅游人数12.73万人
次，同比增长90.57%；今年上半年接待
医疗旅游人数91974人次，同比增长
60.21%。文/图 本报记者 陈蔚林 袁琛

医
疗

十年来，海南着力推
动体育事业发展，每年支持

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超过
100项，覆盖全项目、全人群。

图为2021年8月27日，万宁日月
湾，海南代表队选手王雪敏在参加全

运会冲浪比赛。
文/图 本报记者 刘晓惠 袁琛

体
育

■ 本报记者 罗霞

《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支持外
贸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通过32条措
施，打好政策措施“组合拳”，不断激发外
贸主体活力；海南自由贸易港RCEP企
业服务中心在海口和北京同步揭牌成
立；海南自贸港日本企业专场推介会举
行，一批日本知名企业参会……近日，海
南针对外贸外资领域不断推出举措，为
外向型经济发展添活力。

日前出台的《海南省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恢复提振行动方案》（以下简称
《行动方案》）提出，持续巩固外贸外资增
势。我省相关部门负责人解读相关政策
措施时表示，持续巩固强化外向型经济
优势，既是提振发展信心的需要，更是加
快打造开放型经济的必要。我省将加强
扩大外贸支持力度，提高吸引外资举措
精度，促进外贸外资发展。

今年前8个月，海南货物贸易进出
口总值同比增长45%，快于同期全国增

速34.9个百分点。为进一步提升跨境
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巩固外贸
增势，全力以赴推动全省经济恢复提振，
海口海关与海南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制定
了《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支持外贸
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涉及的32条措
施主要包括全力支持高水平开放、全速
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全方位支持重点区
域重点产业发展、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全心服务市场主体、全面深化协同合
作等六大方面内容。 下转A05版▶

我省加强扩大外贸支持力度，提高吸引外资举措精度

外贸外资增势持续巩固
今年前8个月
海南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值同比增长45%

图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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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 11日讯 （记者谢
凯 刘宁玥）10月11日，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管理局、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
在海口举行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开发
布《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发展报告
2019-2022》，该报告对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的建设历程进
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是我省首份关于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综合性研究
报告。

报告指出，3年来，海南热带雨林生
态环境不断改善，为野生动植物创造了
更大更好的生存条件。海南长臂猿种群
数量从 2019 年的 4 群 30 只，增加到
2022年的5群36只。此外，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设立以来，至少已发现28个
野生动植物新成员，包括9个植物新种、
6个动物新种和13个大型真菌新种，许
多昔日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重返家园。

根据科研部门对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的初步调查，海南热带雨林中维管束植
物有3600余种，隶属于220科1142属，
其中428种为海南岛特有植物。此外，
成熟的热带雨林可储存的净碳量达每公
顷340吨以上。初步测算，海南每公顷
热带雨林1年平均可吸收1吨到2吨碳，
且碳汇能力随雨林植被生长逐年增长，
年均增长3%到4%，将助力海南加快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 下转A05版▶

（相关报道见A03版）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发展报告2019-2022》发布，国家
公园设立以来——

至少已发现28个野生动植物新成员

10 月 11 日，在
海马汽车海口基地
的生产车间，工作人
员在新能源车生产
线上作业。

近年来，海南利
用自贸港“零关税”、
加工增值免关税等
政策，引进新能源汽
车设计、组装制造、
电池回收等项目，进
一步补链强链，完善
新能源汽车的产业
生态。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乘势而上
补链强链

今年上半年
海南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约 78%

快于同期全国增速

34.9 个百分点

制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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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雷克雅未克10月 11日电
（记者陈静）《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
冰岛文版首发式11日在冰岛首都雷克
雅未克的哈帕会议中心举行。

本次活动由中国外文局、中国驻冰岛
大使馆共同主办，外文出版社、冰岛博卡
费拉吉德出版公司承办。冰岛前总统奥
拉维尔·拉格纳·格里姆松出席活动并致
辞，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发表视频致
辞。中国驻冰岛大使何儒龙、冰岛外交部
常秘马丁·埃约尔夫松、总统办公室主任
奥尔尼·西格荣松、博卡费拉吉德出版公
司代表等各界人士约60人参加了活动。

格里姆松在致辞中回顾了他与
习近平主席交往的故事，称通过两人的
直接接触，他对习近平主席的治国理政
理念留下深刻印象。格里姆松对《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冰岛文版的问世表

示欢迎。他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不
同语种版本的出版发行就像是中国与全
世界进行的一场对话，该书的冰岛文版
本将进一步促进中冰两国和两国人民间
的相互理解和友好交往，而读懂中国对
当今乃至未来世界发展都至关重要。

杜占元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展示了习近平主席对中国国
家治理和全球治理问题的深入思考，体现
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美好世
界的中国方案。这部著作冰岛文版的出
版，将为更多冰岛读者读懂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打开新的窗口，为
推动中国与冰岛两国文明互鉴架设理解
之桥。阅读这部著作，能够更深入地理解
和感知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以及中
国始终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何儒龙在致辞中表示，中冰两国传

统友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冰
岛文版是该著作的首个北欧语译本，充
分印证了中冰两国之间的友好情谊，有
助于冰岛读者更直观地理解习近平主席
在治理国家、实现国家繁荣发展方面的
理念和思考，更直接地理解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冰互利
合作进一步发展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首发式上，何儒龙与冰岛嘉宾共同
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冰岛文版
新书揭幕。何儒龙还向冰方嘉宾赠送了
新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冰岛文
版由外文出版社与博卡费拉吉德出版公
司共同翻译出版。截至目前，《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一卷已翻译出版37个语种。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
冰岛文版首发式在雷克雅未克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