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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24日电 （记
者邹多为）海关总署 24 日发布数
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
出口总值 3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9.9%。

具体来看，前三季度出口17.67
万亿元，增长13.8%；进口13.44万亿
元，增长5.2%；贸易顺差4.23万亿元，
扩大53.7%。

9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3.81万亿元，增长8.3%。其中，出口
2.19万亿元，增长10.7%；进口1.62万
亿元，增长5.2%；贸易顺差5735.7亿
元，扩大29.9%。

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进出
口实现两位数增长、比重提升。前
三季度，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19.92
万亿元，增长13.7%，占我国外贸总
值的64%，比去年同期提升2.1个百
分点。

从贸易伙伴看，东盟继续保持我
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前三季度，
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4.7万亿元，
增长 15.2%，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5.1%；我国与欧盟贸易总值为4.23
万亿元，增长9%，占13.6%；中美贸易
总值为 3.8 万亿元，增长 8%，占
12.2%；中韩贸易总值为1.81万亿元，
增长7.1%，占5.8%。

值得一提的是，同期，我国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更为密切：
合 计 进 出 口 10.04 万 亿 元 ，增 长
20.7%。

从外贸主体看，民营企业进出口
快速增长、比重提升。前三季度，民营
企 业 进 出 口 15.62 万 亿 元 ，增 长
14.5%，占我国外贸总值的50.2%，比
去年同期提升2个百分点，继续发挥
外贸“主力军”作用。

数据还显示，机电产品和劳动

密集型产品出口均实现较快增
长。前三季度，我国出口机电产品
10.04 万亿元，增长 10%，占出口总
值的56.8%，其中，出口汽车2598.4
亿元，增长67.1%；出口劳动密集型
产品 3.19 万亿元，增长 12.7%，占
18%。

进口方面，前三季度，我国铁矿砂
进口量价齐跌，原油、煤、天然气和大
豆等进口量减价扬。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记者
魏玉坤 严赋憬）国家统计局24日发
布数据，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
产总值（GDP）870269亿元，按不变价
格计算，同比增长3%，比上半年加快
0.5个百分点。

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GDP
同比增长4.8%，二季度增长0.4%，三
季度增长3.9%。从环比看，三季度
GDP增长3.9%。

粮食生产形势较好，工业生产快
速恢复。前三季度，农业（种植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3.8%。全国夏粮早稻
产量比上年增加 155 万吨，增长
0.9%。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3.9%，比上半年加快
0.5个百分点。

市场销售逐步改善，固定资产投
资稳中有升。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320305 亿元，同比增长

0.7%，上半年为同比下降0.7%；最终
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41.3%，其中，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
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2.4%。前三季
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
比增长5.9%。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5.7%，比二季度加快1.5个
百分点；9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
长0.53%。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就业形

势总体稳定。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全
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6%，其中
三季度平均为5.4%，比二季度下降
0.4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农村居民收
入增长快于城镇。前三季度，全国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650元，同比名
义增长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3.2%。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4.3%，实际增
长2.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
比名义增长6.4%，实际增长4.3%。

高技术行业发展良好，经济发展
质量进一步提升。前三季度，规模以
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5%，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4.6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
同比增长20.2%，继续推动我国经济
转型升级。

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3%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9.9%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日报社印刷厂2022年度
废旧PS版处置项目中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海南日报印刷厂2022年度废旧PS版处置

项目（HNRBYSC-2022-1）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

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评议，中

标结果是：吴川市鼎盛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中标公告期：2022年10月24日至2022年10月26日，如

对中标人有异议的，可在公告时限内向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公

开采购委员会署名投诉。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孔小姐 0898-66810307。

房产、商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10HN0261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商铺进行分别招租：
一、招租标的：1.海口市龙华路海口市第一中学校区1、17及18

号铺面；2.海口市和平北路28号宿舍区1-202房；3.海口市滨海大
道林业大厦7层南侧房产；4.海口市环湖路18号红城湖教育研究培
训院第六层；5.海口市义龙东路62号科技大厦一层5号铺面；6.海口
市龙华路36号1号和3号铺面；7.海口市龙昆北路23号23-2及
23-3和23-4号铺面；8.海口市大同一横路3号铺面；9.海口市新华
南5号政府大院东大门外二楼。

二、租赁期限：五年，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
增3%，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

三、公告期：2022年10月25日至2022年11月7日。详情请登录
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
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0898-66558038
吴先生、0898-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1楼
受理大厅产权交易4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刘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10月25日

海南成信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2〕琼0106拍委2号

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委托，我司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
产进行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吴圣君名下位于海口市新埠岛西南
部地的1330.7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海口市国用
〔2005〕005417号］及地上建筑物，参考价：47542062元，竞买保
证金：800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22年11月25日10:00；
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土地交易厅；
3.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2022年11月23日17:00前

到账为准；
4.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开户

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椰岛支行；账号：
1010852290017889；

5.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截止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22年11月24日17:00截止；

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22〕琼0106拍委2号竞买保证金
（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7. 特别说明：（1）本标的物存在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
2016年7月18日起至2026年7月17日止，目前租金已被龙华
区法院另案提取；（2）1997年新埠岛开发建设总公司将土地证
号为海口市国用（籍）字第Ｑ2127—Ｑ2130、Ｑ1654、Ｑ0803号
的宗地进行整体报建，项目名称为海口市新埠岛高级花园别墅
区，规划许可证号：97BE041，但吴圣君名下的宗地（土地证号：
海口市国用〔2005〕005417）自2005年分证后未有报建记录；
（3）标的物按现状拍卖，土地产权过户产生的税、费按国家规定
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4）地上建筑物尚未办理不动产登记证。

拍卖机构电话：0898-65308910 13322006990
地址：海口市华海路经贸大厦九楼
海口市龙华区法院监督电话：0898-66130025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

部分非上市法人股整体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210HN0262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整体转让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等四家公司部分非上市法人股（包含1.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93.6万股。2.三亚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59万股。3.海南和
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46.8万股。4.海南机场股份有限公司58.68万
股）。挂牌价为139.9724万元。公告期为2022年 10月 25日至
2022年11月21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
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
楼），电话：66558026 郭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刘小姐。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2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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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绿江畔，天高云淡。
丹东英华山上，庄严圣洁的抗美

援朝纪念馆、巍峨耸立的抗美援朝纪
念塔，仿佛在无声地讲述着那一段悲
壮而伟大的历史，致敬那一个个“最可
爱的人”。

72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
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用热血和生
命谱写了保家卫国的英雄赞歌。

72年后，山河已无恙，大地换新
颜，英雄们写就的精神史诗，如明灯
般，一直照亮着后人前行的路。

英雄无言
在英雄的城市丹东，“七一勋章”

获得者、志愿军老兵孙景坤，静静地
躺在病床上。一件平整的、缀有一排
排军功章的志愿军军装挂在病房的
墙面上。

当《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响起时，
98岁的孙景坤，右手下意识地微微向上
抬了一下，似乎想要敬上一个军礼。

那一刻，记者仿佛看到了70多年
前，一个年轻的志愿军战士浴血沙场
的英雄身影。

孙景坤曾先后在辽沈战役中立三
等功、在平津战役和海南岛战役中分
立二等功。老英雄一生中最难忘的，
还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那次惨烈战斗

——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中守
卫161高地。那次战斗中，孙景坤和
战友们一连击退敌人6次反扑，有力
支援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孙景坤荣
立一等功一次。

岁月无声，时光有痕。战争在孙
景坤身上留下了20多处伤疤，他的腿
上至今还有一颗子弹没取出来。硝烟
散去，孙景坤却放弃了留在城里工作
的机会，决定回乡做一名农民。

“有好处，他总是给别人。”二女儿
孙美玲说。

在家乡务农的数十年间，孙景坤
深藏功名，几个子女在考学、工作等人
生的关键时刻没能沾到英雄父亲的一
点光。

对于经历过生死的孙景坤来说，
在和平年代活着，“是为了替逝去的战
友看到太平盛世，是为了能为党和国
家再尽一份力，而不是获一份利”。

英雄无畏
“祖国好啊，祖国强大了。”这由衷

的赞叹，来自志愿军老兵宋良友。
94岁的宋良友曾两次荣立一等

功。如今，年事已高、疾病缠身的宋良
友已无法和别人正常交流。大女儿宋
华和孙媳妇金玲用口头叙述、资料展
示等方式，串联起了老英雄宋良友经
历的那段烽火岁月。

1950年长津湖战役，宋良友的很
多战友牺牲了，他也多次与死神擦肩
而过。

在这次战役的新兴里战斗中，宋
良友所在连坚守的高地是敌我双方争
夺的焦点。在向敌人发起最后冲锋
时，宋良友被美军炮弹掀翻，醒来后腰
腹剧痛，一摸发现肠子被炸了出来。
他拿上衣把伤口缠紧，攀着悬崖壁上
的草藤返回部队。

3天3夜，宋良友和战友们创造了
朝鲜战场上以劣势装备全歼美军一个
加强团的范例。

战斗结束后，宋良友荣立个人一
等功。

“爷爷的经历对身边人、对我们晚
辈的影响是润物无声的。”金玲说。

最好的纪念是传承，最高的致敬
是奋进。作为一名教师，金玲也一直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传承和发扬爷爷

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奉献精神。

英雄无敌
锡伯族飞行员那启明，曾作为志

愿军老兵代表，在2019年受邀参加了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

当年，那启明是喊着“201发炮
弹”走上抗美援朝空战战场的。

所谓“201发炮弹”，是指飞机上
携带的200发炮弹打光后，飞行员和
飞机就是最后一发炮弹，即第201发
炮弹，就是撞也要把敌机撞下去。

1952年3月，年仅23岁的那启明
只在航校学习了大半年，飞行时长
100小时左右，就怀着满腔热血，驾驶
战鹰升空迎敌。

3个月后的一天，朝鲜大同江上
空，正在执行任务的那启明，与两架美
国F-84战斗机遭遇。这是他第一次
直面敌机。

那启明没有慌乱，更没有胆怯。
在僚机的掩护下，那启明成功地“咬
住”其中一架敌机，抵近、开火、第一次
打偏，重新瞄准、开火……只听僚机在
无线电里兴奋地高喊“打掉了”！

空战，在分秒间胜负已决。“只要
一上天，脑袋瓜里根本就没有怕不怕、
死不死的想法。”那启明说，“在空中，
就是考虑怎么把敌机打下来。”

1个多月后，在一次任务返航途
中，那启明又成功击中两架敌机。返
航以后，地面人员根据冲洗出来的胶
片判断，那启明两次向敌机开火的距
离，分别只有260米和100米。

抗美援朝战场上，那启明两次荣
立二等功，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

今年93岁的那启明，身体硬朗，
笔耕不辍，当年那份面对强敌的铁血
豪情，在岁月的沉淀中，历久弥新。

英雄无言、英雄无畏、英雄无敌
……

近年来，记者走近过数十位志愿
军老兵——魏巍笔下的“活烈士”胡传
久大半辈子做着“隐藏的英雄”；志愿
军老飞行员施光礼面对敌人发出豪言
壮语“打掉我飞机的子弹，美国人还没
造出来呢”；“时代楷模”抗美援朝老战
士徐振明退伍不褪色，用一生最美好
的时光守护杨靖宇将军的英魂……

不老的英雄赞歌，永远的家国情
怀。70多年过去了，一个个志愿军老
兵的背影渐行渐远，但他们谱写的英
雄赞歌，却永远激励着后来人，在新时
代的征程上，向着新的胜利再冲锋！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志愿军老兵：

谱写永远的英雄赞歌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中国共产党
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
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水利和电力战线的
杰出领导人，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
副主席钱正英同志，因病于2022年10月22
日21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钱正英同志逝世

钱正英同志遗像。新华社发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23年度公务员招考

计划招录3.71万人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记者24日从国

家公务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3年
度公务员招考报名即将开始。本次招考共计划招
录3.71万人。

据介绍，本次招考录用计划向重点人群、重点
地区倾斜。设置2.5万个计划专门招录应届高校
毕业生，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坚持重视
基层的导向，有近2.8万个计划补充到县（区）级
及以下直属机构，艰苦边远地区基层机关职位结
合实际采取了降低学历要求、放宽专业条件、不限
制工作年限和经历等措施降低进入门槛，进一步
充实基层公务员队伍。为鼓励引导人才向基层一
线流动、积极投身国防事业，本次招考设置3000
余个计划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
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

同时，聚焦精准科学，持续推进分类分级考
试。公共科目笔试内容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
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分为
3类，对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
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对
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
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对行政执法类
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力。
面试内容注重反映招录机关和招考职位的工作内
容、性质、特点，注意体现不同部门、不同行业的不
同用人需求。专业能力测查评价紧扣履职需要，
将有10个部门在笔试阶段组织专业科目笔试、50
个部门在面试阶段组织专业能力测试。

今年以来，海口大力加强易制毒
化学品监管力度，探索建立起易制毒
化学品全环节监管工作新模式，有效
确保了全市没有发生易制毒化学品案
件，连续保持易制毒化学品流入非法
渠道“零记录”。

据了解，海口市禁毒委印发了《海
口市易制毒化学品和精麻药品监管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等易制毒化学品精麻
药品管控工作制度。全市各相关部门

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机制，
加强醋酸酐等重点易制毒化学品种类
专项督查、可疑交易实地核查、制毒原
料来源倒查，强化对核磁共振波谱仪、
反应釜、氢气瓶等仪器设备及可用于制
毒非列管化学品的监管，严厉打击芬太
尼类物质、“笑气”、合成大麻素等成瘾
物质非法贩卖滥用活动。

同时，海口还聚焦过期过剩易制毒
化学品安全隐患问题，研究出台了过剩

易制毒化学品二次使用、过期易制毒化
学品依法处置等机制，被省禁毒办在全
省推广。

据悉，今年以来，海口市公安、应急
管理、市场监管、卫健委、农业等部门开
展实地监管检查，出动人员3747次，检
查农场、大棚、药店、医疗机构、易制毒
化学品和药用类精麻生产经营使用等
企业1615家次，警告1起，整改8家次。

（海宁 陈玉明）

海口建立易制毒化学品全环节监管工作新模式
今年以来检查相关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企业1615家次

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海尾镇沙
地村，“失明”近3年的58盏路灯重新
亮了起来。夜里出行的村民再也不
用摸黑走路了，村民与过往的司机纷
纷点赞。

今年以来，有群众通过网络留
言、信访等渠道，反映昌江海尾镇沙
地村环村路灯从 2019 年修建至今，
从未亮过。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定要想办法
解决问题，确保人民群众出行安全。”获
悉群众投诉反映后，昌江纪委监委高度
重视，立即协调党风室和海尾镇纪委联
合成立督查组，对问题跟踪督办，尽快
推动解决。

督查组工作人员在北环路多次实
地走访，确认群众反映路灯“失明”问
题，并了解到该村的58盏路灯属于美丽
乡村建设的一部分，由于修建路灯沿途

要设变电箱，部分村民认为在家门口安
装变电箱不安全，便加以阻扰。项目办
与村民一直协商不下，路灯亮化工程因
此受阻停工。

督查组向海尾镇政府详细通报了
有关情况，并开展专项监督，压紧压实
主体责任，要求海尾镇项目办就该村路
灯照明问题及时调整修建方案，及时对
接村委会沟通协调，制定倒排工期进度
表，加快实现路灯亮化，避免闲置公共
基础设施，造成资源浪费。

“已经采购路灯的相关零件了，等
零件回到，我们会立刻安排人员进行安
装，保证村民夜间出行。”海尾镇项目办
负责人对镇纪委工作人员承诺。

在督查组的督促下，海尾镇及时
启动不亮灯路段照明设施维修整治，
召集村委会和施工方，共同研究制定
解决方案，将原来的普通路灯改为太

阳能路灯，妥善解决电箱安装问题，
并按计划点亮 58 盏路灯，方便村民
出行。

发生在沙地村里的故事，只是昌江
纪委监委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
发展作用，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昌江纪委监
委督促相关部门依托12345热线、《聚
焦》栏目、网络留言平台，对群众关注度
高的投诉问题起底梳理，通过督促相关
监督机构全程跟进督办，切实解决群众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群众利益无小事。下一步，我们
将在充分发挥执纪监督作用的同时，紧
盯民生领域关键环节，着力解决群众反
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以实际行动
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昌
江纪委监委负责人表示。

（撰文/林枫 傅启圣）

昌江纪委监委聚焦民生，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路灯亮了 人心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