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 758.1亿元，完成量

占全省46%，同比增长36.5%，占同期全省进

出口值46.6%。位列全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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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使用外资累计完成5.36亿美元，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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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11月28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蒙古国总统呼日
勒苏赫举行会谈。

习近平欢迎呼日勒苏赫访华。
习近平指出，我们时隔两月如约再次
会面，充分体现了中蒙关系的高水平。
中蒙互为重要邻国，保持中蒙长期稳定
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
本利益。中国坚持亲诚惠容理念和与
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高度
重视深化中蒙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
双方携手抗疫，守望相助，弘扬了传统
友谊。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走深
走实，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面对

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上升的国际环
境，中方愿同蒙方以构建两国命运共同
体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介绍了中共二十大有关情
况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指出，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不仅将实现中国自身的繁荣发
展，也将让中国的发展惠及周边乃至世
界。中蒙双方完全可以在民族复兴和
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前行，打造融合
发展、命运与共的典范，共同为推动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力量。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蒙方相互尊
重彼此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尊重各自
选择的发展道路，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相互支持。双方要
加强各部门、各层级对话合作和治国理
政交流互鉴，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草
原之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同蒙“新复
兴政策”、中国“两步走”发展战略目标同
蒙方“远景2050”长期发展政策对接，通
过这三大引擎为中蒙关系深化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中方愿同蒙方扩大经贸、能
源矿业、互联互通等重点领域合作，拓展
信息技术、畜产品深加工等领域合作。
两国主管部门要继续密切对接，早日开
通互联互通新通道， 下转A02版▶

习近平同蒙古国总统
呼日勒苏赫举行会谈

11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举行会谈。会谈前，习近平在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呼日勒苏赫举行欢迎仪式。这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呼日勒苏赫和夫人宝勒尔策策格合影。

新华社记者 张领 摄

本报海口11月 28日讯 （记者刘
操）11月28日上午，省政协召开“六水
共治”民主监督协调会议，省政协主席毛
万春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上，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六水共治”监控平台
建设规划、松涛水库东干渠监控安装、监
控试运行等情况，并提出下一步工作建

议。省水务厅、省社管平台相关负责人
介绍有关工作开展情况。

毛万春指出，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深
入把握海南生态环境的独特重要性，进
一步增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决打好“六水共
治”攻坚战，推动水环境质量提升；

下转A04版▶

省政协召开“六水共治”
民主监督协调会议

毛万春主持

本报博鳌11月28日电（记者李磊）
11月28日，2022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
主论坛在琼海博鳌开幕。新华通讯社
总编辑吕岩松、省长冯飞出席开幕式并
致辞。

2022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以“奋进
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为主题，由新华通
讯社、海南省人民政府主办，包括主论
坛、品牌品鉴会、平行论坛等系列活动。

吕岩松在致辞中说，中国企业家博
鳌论坛自2016年成功发起以来，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经济思想，聚焦增企业活

力、强创新动力、谋发展良方，搭建高端
交流合作平台，提供项目对接、合作签
约、品牌推介等综合服务，成为中国企业
家交流合作的“连心桥”。新华通讯社将
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加大经济报道力度，
做强经济信息业务，更好服务经济建设，
为企业实现更好发展服务赋能。

冯飞表示，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推进，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企业在琼投资
布局，海南日益成为全球投资的新热
土。海南高度重视企业发展，当前正瞄
准2025年底前适时启动全岛封关运作

的目标，对标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
积极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
型开放，必将给企业带来巨大发展机
遇。真诚欢迎各位企业家以赢取未来的
战略远见来海南投资兴业，共享自贸机
遇，共谱发展新篇。

开幕式上，琼海市人民政府与新华
通讯社还签订了《琼海市定期定址会展
项目框架合作协议》，吕岩松、冯飞证签。

省领导王斌，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
事长屠光绍等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出
席开幕式。

2022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主论坛开幕
吕岩松冯飞致辞

■ 新华社记者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
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指引中华民
族的光明前景。

新时代十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
征程中，书写出非凡篇章。

同心筑梦，并肩追梦，携手圆梦，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14亿多中国
人民，以小我赴家国，以奋斗立天地，团结成一
块坚硬的钢铁，迸发出磅礴伟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11月12日10时03分，震天动地的轰鸣之
后，长征七号遥六运载火箭托举天舟五号货运
飞船穿云破雾，直入云霄。

中国空间站建成前的最后一艘“货船”正式
启航。

我们的梦想是星辰大海！
伟大事业，从来就孕育于伟大梦想。

“何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
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它
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一种共同的期盼。”

时间回溯到2012年11月29日。刚刚当
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
展览时发表的重要讲话，激活了海内外中华儿
女共同的历史记忆，激发出强烈的时代共鸣。

在近代以来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
民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磨难，付出了太多太多
的牺牲，进行了太多太多的拼搏。

一百多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危亡
之际。从那一刻起，我们党义无反顾地肩负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从浴血牺牲的革命之路，到筚路蓝缕的建
设浪潮，从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到砥砺奋进的
强国之路……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忘记为何出
发，为谁奋斗。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
更加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稳经济、促发展，战
贫困、建小康，控疫情、抗大灾，应变局、化危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向着梦想的方向破浪
前行。

敢于有梦，没有什么山峰不能攀登。勇于追梦，没有什么
急流不能横渡。

山海间的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天空寥廓，山水舒朗。
全长24公里的深中通道正在加紧施工建设。通道投入使

用后，从深圳到中山的车程仅需20分钟，当年
孙中山先生出生的小渔村，将一跃成为粤港澳
大湾区的中心地带。

“中山先生的夙愿是振兴中华。”孙中山曾
侄孙女孙雅丽说，新时代十年，中国梦已成为全
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梦想，画出了最大同心圆。

十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
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历史自信，
增强历史主动，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
握在自己手中，攻克了一个个看似不可攻克
的难关险阻，创造了一个个令人刮目相看的
人间奇迹。

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21年比2012
年实际增长78%；10年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1.3亿人，基本医疗、养老保险分别覆盖超过
13.6亿人、10.4亿人；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大幅提
升；碳排放强度下降了34.4%……

中国梦承载起14亿多人民的期盼，让心之
所向化作人所共享。从温饱不足到迈向全面小
康，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之火已经
燎原。

“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每一个
人继续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
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党的二十大开幕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凝聚起14亿多
中国人民的奋斗意志。

走进中原大地的田野，托起麦穗看灌浆，对
老乡笑道“我们都是种庄稼出身”；来到湖南湘
西的柚子林，熟练地帮村民摘下柚子；深入甘肃
八步沙林场，拿起一把开沟犁，同林场职工一起
挖起来……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
目标。”春秋十载，习近平总书记以实际行动不
断践行着这句对人民的真情告白。

“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
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

‘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
习近平总书记“无我”的情怀与担当，激励

着亿万人民奔跑在追梦的赛道上。
因为对“禾下乘凉”的执着，袁隆平不断突

破杂交水稻产量，端牢一个大国的饭碗。
因为对科技报国的笃信，黄大年只争朝夕

奋勇攻关，填补多项国内技术空白。
因为对大好山河的热爱，祁发宝和战友誓死战斗，站成祖

国的巍峨界碑。
……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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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李磊）
11月28日，省长冯飞主持召开七届省
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学习《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研究信访、农业品
牌建设等工作。

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
认识外商投资法对于海南自贸港建设
的现实意义，务必学深悟透，把法治政
府的理念体现到工作中。要着力构建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
体系，把自贸港政策优势体现到外资
项目的落地和高质量发展上。要坚持
项目为王，开展精准招商，力争在标志

性项目上有突破，打造高质量外资聚
集地。

会议听取 2022 年以来我省信访
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坚持人民
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注
重源头化解，在进一步提高办理质量和
水平、压实行业和部门责任、推进信访
工作制度改革上下功夫，不断巩固扩
大工作成果，推动人民信访工作高质
量发展。

会议审议了《海南省农业品牌建设
指导意见（2023—2025年）》，指出要提
升组织化程度，走绿色化、品牌化道路，

塑造竞争新优势。要以品质为核心，提
升技术和管理水平，构建标准化品牌体
系。要以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农民增收为目
标，加强宣传推广，建立品牌知名度和忠
诚度。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
合，加强品牌授权管理。

会议还审议了《海南省省直行政事
业单位不动产管理暂行办法》《海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修改〈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
基本医疗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等二件政
府规章的决定》，研究了落实有关环保督
察整改等工作。

冯飞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信访、农业品牌建设等工作

本报讯（记者林书喜 通讯员符智）
儋州洋浦努力克服疫情等不利因素影响，
主动下沉一线服务企业，推动货物进出口
额和实际利用外资快速增长。其中10月
份货物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00亿元，实
际利用外资3.08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

近日，新加坡籍油轮“丽贝卡号”停
靠在中石化（香港）海南石油有限公司码
头，经过几天的装载和补充物资后，油轮
满载10.1 万吨航空煤油前往新加坡。
这是今年该公司接待的第335艘进出口
贸易船舶。今年1月至10月，该公司共
完成进出口贸易额124.6亿元，超过去
年全年进出口总额。

据统计，今年前10月，儋州洋浦货
物进出口额达 758.1 亿元，同比增长
36.5%，占同期全省进出口值46.6%，位
列全省第一。其中新引进外贸企业成为
外贸增长的新“引擎”，建发、中化国际、
纳恩博、国药大健康等大型企业贡献外
贸进出口值超300亿元，有效拉动儋州
洋浦外贸进出口值的快速增长。

前10月，儋州洋浦实际使用外资累
计完成5.36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4亿美元，同比增长293%，是2021年实
际使用外资全年完成额的3倍。其中
10月份完成3.08亿美元，增速与单月完
成额创历史新高。

据介绍，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主要
得益于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机遇和跨境
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便利化措施落地，吸
引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投资。仅
今年在儋州洋浦新设的外资企业就有92
家。分别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匈牙利，
以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国家及地区。

洋浦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儋州洋浦将充分利用
新出台的优惠政策，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打造更加便利化的服务投资机制，加大
外贸企业的招商力度，继续联合各职能
部门主动下沉企业，为企业排忧解难，让
企业安心投资兴业。

儋州洋浦10月外资外贸均创历史新高
货物进出口总额突破100亿元，实际利用外资3.08亿美元

本报海口11月 28日讯 （记者梁
振君）全省会计类行政许可证书即日
起全面启用电子证照。其与纸质证照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全国范围内互
通互认。

根据省财政厅11月28日披露的信
息，上述举措的实行范围为海南省财政
厅发放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和海
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发放的执业注册

会计师证书。
会计行业电子证照样式由财政部

统一制定，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
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申请
执业证书获批后，由财政部电子证照系
统同步生成“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或者“执业注册会计师证书”电子证照，
在线完成电子证照签发。会计师事务
所和注册会计师可以自愿选择是否需

要同时申领符合财政部规定样式的纸
质证照。

本次信息发布前已取得执业证书的
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可由省财
政厅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生
成电子证照，原有纸质证照仍可继续使
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向社
会公众提供会计行业电子证照查询、下
载以及二维码扫描查验服务。

全省会计类行政许可证书全面启用电子证照
与纸质证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全国范围内互通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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