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位于定安县
的海南百迈科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内，工作
人员在打包可吸收性外
科缝线产品。该公司是
一家研发、生产、销售医
疗器械产品的高新技术
企业，为我省首批“专精
特新”企业。

目前，我省有“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275家，
将力争到2025年，滚动
培育 300 家以上省级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企业生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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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1月 12日给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

“罗阳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回信，勉励
他们学习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建
设航空强国积极贡献力量。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以罗阳同
志为榜样，扎根航空装备研制一线，在急
难险重任务中携手拼搏奉献，这种团结
奋斗的精神非常可贵。

习近平指出，你们在信中表示，要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让青春在
建设航空强国的火热实践中绽放光芒，
说得很好。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
图变成现实，需要各行各业青年勇挑重
担、冲锋在前。希望你们继续弘扬航空
报国精神，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
推动航空科技自立自强上奋勇攀登，在
促进航空工业高质量发展上积极作为，
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
新时代好青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出新贡献。

2012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

对歼－15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中国
航空工业集团沈飞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罗阳因公殉职一事作出重要指示，要求
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罗阳同志优秀品质
和可贵精神。2013年以来，航空工业集
团以“罗阳青年突击队”为载体，组织广大

青年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学罗阳、做先锋，
累计有37万人次参与其中。近日，沈飞
公司第一批“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代表
给习总书记写信，汇报十年来在科研生产
一线学习践行罗阳同志精神的收获，表达
继续奋力拼搏、矢志报国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
“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

在推动航空科技自立自强上奋勇攀登
在促进航空工业高质量发展上积极作为

航空工业集团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的同志们：
你们好！来信收悉。你们以罗阳同志为榜样，扎根航空装备研制一线，在急难险

重任务中携手拼搏奉献，这种团结奋斗的精神非常可贵。
你们在信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让青春在建设航空强国的火

热实践中绽放光芒，说得很好。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需要各行各
业青年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希望你们继续弘扬航空报国精神，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在推动航空科技自立自强上奋勇攀登，在促进航空工业高质量发展上积极作
为，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
2022年11月12日

（新华社北京11月13日电）

回 信

本报五指山11月13日电（记者谢
凯）11月13日上午，2022“雨林与您”体
验活动开幕式暨“雨林时光”田园实景演
出在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举行，来自
省内外各界嘉宾、生态保护人士、文化学
者、社会群众800余人出席开幕式并观
看演出，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宣布活动开
幕并致辞。

本次活动由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管理局与五指山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
是海南牢记“国之大者”的具体行动，也
是拓展“两山”转化路径的有益探索，同
时也是为展现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建设、海南热带雨林生态保护与乡村振
兴成果而举办的一场大型生态体验节庆
活动。 下转A02版▶

2022“雨林与您”体验活动
在五指山拉开帷幕

毛万春宣布开幕

本报海口11月13日讯（记者罗霞）
11月11日，由省商务厅主办的全省电
商领域“三品一标”认证培训班在海口开
班。海南日报记者从培训班上获悉，我
省积极促进农产品品牌建设与电商领域
发展，今年前10个月海南农产品网络零
售额实现134.2亿元，同比增长17.42%。

“三品一标”是无公害农产品、绿色
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的
统称。为贯彻落实相关工作部署，商务
部依托中国电商乡村振兴联盟，利用公
益资金资助海南一批优质农产品生产经

营企业申请“三品一标”认证，并免费提
供电子商务线上课程。在此背景下，此
次培训班开班，来自我省9个市县的近
50家农产品品牌企业负责人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内容涉及绿色食品标准体
系、有机产品认证等方面。通过筛选，相
关培训方还与部分省内企业签订帮扶协
议，进一步助力我省农业提质升级。

据了解，2015年以来，利用中央专
项资金支持，我省共有12个市县创建了

“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在
培育市场主体、电商人才孵化、农产品品

牌营销等方面发力，有效推动了全省电
子商务应用发展。今年前10个月，我省
农村网络零售额实现117.55亿元，同比
增长12.01%；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实现
134.2亿元，同比增长17.42%。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省商务厅将加强数字赋能，通过县域商
业体系建设，加大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
投入，培育一批适销电商品牌。开展电
商“全域展播”活动，推动“达人”直播、原
产地直播，助力特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
产品销售。

今年前10月：

海南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实现134.2亿元

本报讯（记者刘晓惠）东方市海南花
梨谷文化旅游区、陵水黎族自治县海南
富力海洋欢乐世界升级为国家4A级旅
游景区，白沙黎族自治县圣哒哒旅游景
区升级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连日
来，我省A级景区再“上新”，市民游客
又添了旅游休闲的好去处。

截至目前，我省共有A级旅游景区
84个，其中高A级（4A级及以上）景区
39个，较2012年增长了2.78倍。越来
越多的特色文化景区、美丽乡村景区、绿
色生态景区等被评定为A级景区，不仅
为游客提供更多更好的旅游体验，也展
现出海南旅游产品、旅游业态日益丰富
多元。

A级景区既是对景区质量等级的一
种认定，也是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的重

要参考。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王
健生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景区A级评
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对照国家《旅游景
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细则要求，逐
项对旅游交通、游览、旅游安全、卫生、邮
电服务、旅游购物、综合管理、资源和环
境保护等8大部分进行打分。“可以说旅
游景区A级评定，是当今国内衡量各景
区软硬件发展水平的最权威标准，也是
旅游景区综合实力的品牌标志。”

今年8月，琼海市海南白石岭旅游区
升级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作为一名旅
游达人，海口市民肖海浩曾多次到海南白
石岭旅游区游玩，他明显感觉到该景区从
3A级升级为4A级后，软硬件也跟着提档
升级了，“景区游玩的项目更多，山上还建
起了咖啡馆，体验更加丰富了。”

海南白石岭旅游景区副总经理兼市
场总监杨军玺说，景区在升级的过程中，
推出了玻璃滑道、玻璃观景台、飞拉达攀
岩等新游玩项目，还梳理出山地运动、山
林休闲、山野趣味三大旅游主题板块，景
区旅游品质大幅提升。

近年来，我省多个市县实现A级旅
游景区“零”的突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
区实现高A级景区“零”的突破。南有
蜈支洲岛、分界洲岛、大小洞天，北有火
山口公园、省博物馆、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翻开我省A级景区名录，84处A级
景区东西南北星罗棋布，支撑起琼岛旅
游发展。王健生说，近年来，我省各地A
级景区量质齐升，不光增加了景区自身
的旅游吸引力，也将形成强大的合力，助
推海南打造全域旅游示范省。

我省新增2家4A级旅游景区，高A级景区数量10年间增长近3倍

景区量质齐升 业态日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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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3日，澄迈县首届电商网红直播大赛决赛在中兴镇举行，图为选手在进行线下路演环节
比赛。此次大赛重在推进该县电商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文/图 本报记者 余小艳 武威直播带货促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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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管理不规范、监管部门不明晰、配套措施不完善……

电竞酒店接待未成年人上网 谁来管，如何管？
（A04）

■ 本报记者 陈子仪 特约记者 何颖

“没想到可以和女儿一起接种九价
HPV疫苗（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近日，
36岁的程女士带着14岁的女儿，自定
安来到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和
睦家国际疫苗中心，双双完成了九价
HPV疫苗的扩龄接种。自九价HPV疫
苗扩龄接种的消息公布，打往和睦家国
际疫苗中心的咨询电话接连不断，预约
接种的人数大幅增长。

连日来，忙碌的不只是和睦家国际
疫苗中心，公立民营合作特许经营医院
揭牌，首个国际药械企业办事处设立，博
鳌乐城“永不落幕”国际创新药械展“上

新”，首届博鳌脑神经科学圆桌峰会开
幕，博鳌肝癌钇90治疗中心成立……乐
城先行区里喜讯频传，呈现出一派繁忙
热闹的景象。

索托拉西布、piqray、DS-8201……
近日，恒大国际医院接连开出特药处方，
为不少慕名而来的患者进行癌症治疗。
10月以来，仅在乐城恒大国际医院，申
请使用特许药品的肿瘤患者较同期增长
超400%。

恒大医院收治患者人数的增加，是
乐城发展的缩影。前三季度，乐城接待
医疗旅游人数达13.2523万人次，同比
增长 69.85%。其中，接待患者人数
9.8401万人次，同比增长31.97%。

关注乐城的，除了各地患者，还有来
自全球的药械企业。

近日，博鳌乐城“永不落幕”国际创
新药械展又迎来了“新成员”。治疗肥厚
型心肌病的Mavacamten、治疗蠕形螨
睑缘炎和睑板腺功能障碍的TP-03、治
疗实体瘤的放射增敏剂NBTXR3……
联拓生物带着旗下最新产品在此展出。

作为国内唯一可以展示未在国内上
市的医疗器械展览，博鳌乐城“永不落
幕”国际创新药械展受到各方关注。今
年以来，海正药业、吉利德、蔡司等7家
国内外知名药械企业入驻展览。为尽可
能展出多种产品，该创新药械展也多次
规划调整展区。 下转A02版▶

乐城先行区加强与各方交流合作，接待医疗旅游人数、合作
伙伴数量再创新高

拓展国际“朋友圈”构筑产业新高地

我省共有

A级旅游景区84个
截至目前

4A级及以上景区39个
较2012年增长了2.7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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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见行动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彭青林

11月5日，一个好消息传来——位
于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的山能智慧
产业大厦项目顺利冲出“正负零”，在大
厦周围，中国石化自贸大厦、海南银行总
部大楼等项目也在抢抓工程进度，掀起
大干快干的建设热潮。

近期，海口各部门各单位在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
省委八届二次全会要求的过程中，注
重把国家战略全局和海南自贸港建设
大局层面的规划部署，转化为落实各项
工作的具体思路、解决问题的措施办
法，高质量推进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
建设。

发挥引领辐射带动作用
加快建设海口经济圈

11月7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海
口新海客运枢纽项目和交通枢纽
（GTC）项目施工现场看到，整个综合枢
纽站已现雏形。

“工程现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项
目部正通过劳动竞赛活动，激励工人们
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力争在今年底
实现全面竣工。”承建方中交四航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该项目投入使用后，在改善
旅客出行体验的同时，还将发挥海南自
贸港“门户港”作用，串起“港—产—城”
发展经济带，扩大海南经济文化交流“朋
友圈”。

下转A04版▶

海口坚决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和“一本三基四梁八柱”战略框架

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

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
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
合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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