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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月 9日电 11 月 9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2年世界互联
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作
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
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
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
会治理方式。面对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和

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对话交流、深化务
实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开放包
容、安全稳定、富有生机活力的网络空间。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
道，携手走出一条数字资源共建共享、
数字经济活力迸发、数字治理精准高
效、数字文化繁荣发展、数字安全保障
有力、数字合作互利共赢的全球数字发

展道路，加快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
献智慧和力量。

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
当日在浙江省桐乡市乌镇开幕，主题为

“共建网络世界 共创数字未来——携
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由世界互
联网大会主办，浙江省人民政府承办。

习近平向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
乌镇峰会致贺信

本报海口11月9日讯（记者李磊）
11月9日，2022年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
干部培训班继续在省委党校举行，省长
冯飞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高质量推进海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为题，为广大挂职干部授课。

冯飞在授课时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有关内容，
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实际，用充分的案
例和详细的数据系统阐述了推进海南现

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路径和着力点。他
指出，海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
在供给侧，这是由海南所处的发展阶段、
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决定的，必须认清
形势，把握经济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坚
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科技创新引领、产业
集群发展、绿色低碳循环的主要原则，聚
焦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
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四大主导产业，做
好消费回流“三篇文章”，积极培育优势

产业、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
量推进海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冯飞表示，希望广大挂职干部尽快熟
悉融入海南，积极投身到海南自贸港建设
的主战场，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搭建“连
心桥”，在政策和项目落地、招商引资等方
面发挥“穿针引线”作用，并用好“实践者
说”等平台，为海南发展多提建设性意见，
努力为推动海南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省政府秘书长符宣朝参加活动。

冯飞在2022年中组部选派来琼挂职干部培训班授课时指出

融入自贸港搭建“连心桥”
为推动海南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本报文城11月 9日电（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黄国畅 屠海超 胡煦劼）11
月 9日，天舟五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
号遥六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
射区。

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
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
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

日择机实施发射。
建造中国空间站，建成国家太空

实验室是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
重要目标，也是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
国的重要标志。在此次天舟五号任务
前，文昌航天发射场以 100%的成功
率完成了空间站天和、问天、梦天三个
大型舱段和四艘货运飞船的重大航

天发射任务，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组
装完成，为建设航天强国作出了重要
贡献。

天舟五号任务是空间站建造收官阶
段的重要一战，发射场目前已经完成了
产品进场、垂直总装、总检查测试、垂直
转运等工作，为即将到来的点火发射做
好充分准备。

天舟五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本报海口11月9日讯（记者李磊）
11月9日，由东亚及西太平洋电力工业
协会、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以及国内主
要电力企业联合主办的2022亚太电协
CEO会议在海口召开。省长冯飞，亚太
电协主席、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辛
保安出席会议并致辞。

本次大会聚焦“绿色低碳、‘电’亮未
来”主题，设置了主旨演讲、高端对话、线
下展览等环节，旨在促进亚太及全球能
源电力行业互动交流。亚太电协目前拥
有70余家正式会员，会员单位范围涵盖
域内18个国家和地区。

辛保安在致辞中指出，亚太地区
人口数量多、经济增长快、能源需求

大、互补性强，深化区域能源电力合
作，打造亚太电力命运共同体至关重
要。亚太电协成立以来，各成员携手
走过了40余年的光辉历程，已逐步成
为推动全球能源电力发展的重要力
量。亚太电协将继续秉持共商共建共
享理念，加强绿色能源开发利用、能源
设施互联互通、低碳技术创新、开放融
合能源市场、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领
域合作，推动亚太地区能源电力交流
合作再上新台阶。

冯飞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对
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说，此次会
议为海南提供了近距离感受能源绿色低
碳转型的新趋势和新变革、加强区域能

源合作的平台。海南高度重视清洁能源
开发和利用，把清洁能源岛建设和大力
推广新能源汽车作为标志性工程来抓，
正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
系统省级示范。期待以此次会议为契
机，推动海南与亚太地区在能源领域强
化产业合作，促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
价值链深度融合，带动能源投资技术创
新等方面的互动交流。海南愿与大家共
享自贸港发展机遇，携手开创更加美好
的未来。

省领导沈丹阳以及来自政府部门、
亚太电协会员单位、国际组织、驻华使
领馆和国内外能源电力企业的代表出
席会议。

2022亚太电协CEO会议在海口举行
冯飞致辞

本报海口11月 9日讯（记者邵长
春 通讯员吕春游）11月 9日 18时 18
分，大唐海口2×460兆瓦9F级天然气
发电项目1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满
负荷试运行，正式转入商业运营。这是
大唐海南公司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助力海南省清洁能源岛建
设的重要举措。

自11月2日18时18分进入试运行
以来，该项目主辅设备运行安全稳定，机
组各主要性能指标优良，实现热控自动
化投入率 100%、电气自动化投入率
100%、测点投入正确率100%、测点保

护动作正确率100%，氮氧化物排放浓
度达到国际最优值。

据悉，大唐海口天然气发电项目于
2021年2月开工建设，以“立潮头、建精
品、树标杆、争国优”为目标，克服疫情、
高温、台风等不利因素影响，坚持“一手
打伞、一手干活”，多举措推进项目建设，
科学制定项目网络施工计划，完成了厂
用系统受电、锅炉水压试验、燃机点火、
机组吹管、汽轮机冲转、发电机并网、机
组168小时试运行等重要节点工作。

作为海南省“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
重点项目，该项目一期建成后可实现年

发电量约24亿千瓦时，年产值约14亿
元，年节约标准煤约25万吨，年减排二
氧化碳192万余吨。将有效降低海南省
单位GDP能耗，满足“十四五”期间海南
自贸港建设电力增长需求。

该项目还围绕智慧海南建设目标，
着力打造海南省首家“5G+”智慧电厂，
包括创新采用“5G+”工业智慧互联网
技术，以云中心为应用平台建设智慧电
厂管控体系，依托大数据处理和云平
台，将 5G 技术融合到智慧电厂建设
中，实现电厂生产经营全过程数字化和
智慧化管控。

通过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

大唐海口天然气发电项目转入商业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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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 9日讯（记者傅人
意 通讯员莫翔文）物流是供应链的一部
分，物流的畅通，对于产业链、供应链的
安全、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海南日报记
者11月9日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2022
年前三季度，随着国家以及省委省政府
出台的稳经济、降成本政策措施落地显
效，全省社会物流总额达7530.52亿元，
同比增长2.12%。

其中，农产品物流总额1656.87亿
元、同比增长 16.12%，占物流总额的
22.01%；工业物流总额1868.53亿元，占
物流总额的24.81%；进口货物物流总额
959.66亿元、同比增长24.22%，占物流

总额的12.74%；外省流入物品物流总额
3021.57亿元，占物流总额的40.12%；单
位与居民物品（即邮政快递）物流总额
23.8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2.90%，占物流总额的0.32%。

记者了解到，2022年前三季度，全
省完成社会物流业总收入759.55亿元，
同比增长2.56%。从结构来看，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558.15亿元，同比增
长4.45%；工业内部物流69.24亿元，同
比增长 9.28%；批发零售业内部物流
132.16亿元。

“今年前三季度社会物流业数据显
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稳中向

好、持续向好的态势。”中国南海研究院
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中心主任于涛说，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海南出台的系列
政策组合拳，从以金融信贷助企纾困、
推动各类消费增长、举行“万名干部下
企业”活动等多方面拉动经济增长。从
具体数据来看，农产品物流总额向好，
可以看出我省四大主导产业之一热带
特色高效农业稳步增长；进出口货物物
流向好，显示出海南自贸港贸易自由便
利化不断呈现，也将带动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针对疫情对工业物流的影响，建
议政府部门出台更多有利于工业发展
的举措。

今年前三季度海南社会物流总额超7500亿元

政策落地显效 发展稳中向好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 通讯员莫翔
文）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出台《〈海南自由
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2020年本）〉界
定指引》（以下简称《指引》），以通俗易懂
的语言对目录条目进行逐一解读，供相
关部门和企业判定经营业务是否属于鼓
励类产业时参考。

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
所得税是中央赋予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重
要政策。目前，企业享受鼓励类产业税
收优惠采取“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
料留存备查”的办理方式，即企业根据行
业和经营情况以及相关规定自行判断是
否符合优惠条件，符合条件的可以按照

税法规定时间自行申报享受税收优惠。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执行过程中，企业多次反映目录部分条
目表述较为专业，自行判别存在一定难
度。《指引》旨在积极回应企业诉求，更好
地执行《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
录（2020年本）》。

《指引》分十四类行业对《海南自由
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2020年本）》进
行行业描述和界定。比如，在制造业行
业，“红酒、牛羊肉、牛奶、冻品、燕窝等进
口食品的深加工制造”是指利用食品开
发技术、质量安全技术、资源改良技术、
精深加工技术及装备等现代化深加工技

术手段，对进口的红酒、牛羊肉、牛奶、冻
品、燕窝等产品再次进一步地、更精细地
加工，使之成为更高层次的产品的活动。

“游艇、邮轮制造及配套产业”，是指
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自主研发的生
产技术、相关工艺设备等对各种型号的
交通艇、游艇、工作艇、高速艇、远洋邮轮
等游艇邮轮及其配套零部件的生产制造
产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方面，“航
运航空保税燃油加注服务”是指，对国
际航行船舶、航空器供应存储在指定的
保税燃料油专用仓库的保税燃料油加
注等。

《〈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
界定指引》出台

11月9日，天舟五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六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进行垂直转运前准备。 新华社发（屠海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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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港观察

这5年，“进”显自贸港之变
海南知识产权

民事检察监督案件
实现“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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