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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成就宣传Sy

新华社北京4月 21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 21 日宣布：应美

国总统拜登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于 4 月 22 日在北京以视频方式

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

习近平将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

本报博鳌 4月 21日电（特派记
者 吴合庆）为期 4天的博鳌亚洲论
坛 2021 年年会 21 日下午在海南博
鳌落下帷幕。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 2600 多位政界、工商界代表和
学者，参加了本届年会，并在这里展
开了智慧与思想的碰撞。

今年恰逢博鳌亚洲论坛成立 20
周年，本届论坛年会以“世界大变

局：共襄全球治理盛举 合奏‘一带
一路’强音”为主题，回应了亚洲各
国和地区的最新关切，为区内外各
方探讨完善全球治理合作提供了重
要平台。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在
年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感谢海南省
委、省政府以及海南人民为博鳌亚
洲论坛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李保东表示，与会各国领导人
和政商学等各界代表，围绕“世界
大变局”“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合
作”这三个关键词发表了重要见
解。会议取得了重要积极成果，凝
聚了携手共克疫情、加强全球治理
的共识，发出了维护多边主义、加强
沟通协作的呼声，探讨了恢复世界
经济、促进共同发展的方向。

李保东说，论坛见证海南发生
着巨大变化，从博鳌小镇到海南全
岛，海南正在呈现出欣欣向荣百业
兴盛政通人和的可喜景象，特别是
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在从宏伟的蓝图
逐步变成现实，为海南发展注入了
巨大的动力和活力。论坛将一如既
往配合支持好海南自贸港的建设，
同海南人民一同发展。

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闭幕

今年世界上首个以线下会议为
主的大型国际会议——博鳌亚洲论
坛 2021 年年会吸引全世界目光，

“一带一路”再次成为与会嘉宾热议
的“高频词”，博鳌再次向世界传递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清晰信
号。

论坛嘉宾热议的“高频词”

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不
仅将“一带一路”写入年会主题，还
专门设置“一带一路”合作板块，举
办 7 场与“一带一路”有关的论坛，
包括应对疫情冲击如何加速贸易流
通、可持续融资助力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圆桌会等。

密集的对话讨论背后，折射出

“一带一路”“朋友圈”在不断扩大，
“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新的成就。

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
绿色丝绸之路……一系列围绕“一
带一路”框架下的倡议在论坛上引
发热议，国内外嘉宾为更好推动“一
带一路”建设贡献智慧。

在构建更紧密的互联互通伙伴
关系方面，与会嘉宾认为，中国在

“一带一路”框架下提出打造数字丝
绸之路，能够有效克服发展中国家
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

资金融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
重要支撑。如何为“一带一路”输
血、造血，成为与会嘉宾关注的重要
议题。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
炼认为，“一带一路”可持续融资要
注重四个关键词：发展造血、把握适

度、来源多样、投融共赢。

疫情阴霾中的一抹亮色

今年一季度，中欧班列共开行
1941列，发送货物17.4万标箱，同比
分别增长15%和 18%。2020年全年
开行的中欧班列达 1.24 万列，同比
增长50%。

中欧班列货运量逆势上涨，成
为疫情期间稳定全球供应的“钢铁
驼队”，展现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强
大韧性和活力。

疫情之下，“一带一路”合作驭
风前行，带动沿线经济迸发生机。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
达 2.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4%。去

年，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中国对沿
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78 亿美
元，同比增长 18.3%；对沿线国家全
行业直接投资 186.1 亿美元，同比增
长14%。

一大批境外项目和园区建设在
克服疫情中稳步推进，中老铁路、雅
万铁路等重大项目取得积极进展，
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新入园企业
13 家。同时，沿线国家企业也看好
中国发展机遇。今年一季度，沿线
国家在华新设企业 1241 家，同比大
幅上涨44%，实际投资 32.5 亿美元，
同比增长64.6%。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说，在疫
情影响下，全球跨境投资都有一些
下降，但是“一带一路”投资合作稳
中有进，弥足珍贵。下转2版▶

奏响“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建强音
——历史交汇点的博鳌观察

新华社记者 柳昌林 王晖余 周慧敏

“国医大师就在‘家门口’，看病
安心又方便。”市民史女士右眼面部
痉挛一年多，辗转多处求医未果，慕
名到三亚市中医院国内名医工作站
问诊。“脉悬细，苔较腻，舌质暗，熄
风化痰佐以清热通络……”当天，沈
宝藩左手三指按压着患者右腕脉
搏，一边询问、一边分析病理，最终
得出诊断，围坐在他身边的5个徒弟
手拿纸、笔，正用心地记录、学习每
个细节。

情系民生，健康先行。一幢幢医
疗用房焕然一新，先进设备打开新
世界，求医不用跑远路，名医就在

“家门口”；健康下乡扶贫义诊，医者
的仁心妙术传遍百姓家；卫健队伍
人才济济，合力守护群众健康……

“健康三亚”在不断的追求中蓬勃发
展。

完善体系 满足群众需求

2017 年，沈宝藩被国家审定为
“国医大师”，2019 年获全国中医药
杰出贡献奖，从事中西医结合医疗、
教学、科研工作已六十载……一项
项荣誉、一个个身份、一段段经历佐
证着这位老中医的实力。如今已86
岁高龄的他曾多次被各地高薪聘
请，但均婉言拒绝，唯独看中三亚市
中医院未来的大发展，最后决定出
手“把脉”。他说：“三亚对人才十分
重视和关心，来到这里四年，见证了
诸多发展，患者看病越来越方便。”

近年来，各类医疗人才纷至沓
来，仅去年三亚完成高层次人才认
定152人，高级职称专家流动人才确
认9人。

三亚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日趋完
善，已逐步形成区域医疗中心，人均
医疗卫生资源基本充足。全市共有
各类医疗机构 517 家（含社会办医
机构、个体诊所、卫生室，不含部队
医院），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470
家，基本形成覆盖全市的市、区、村
及社区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截至 2020 年底，全市医疗卫生
机构总床位数达到5376张，比“十二
五 ”期 末 增 加 2294 张 ，增 长
74.43%。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
员有 9745 人，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
人员 10.28 人，每千人拥有病床数
6.87张，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重在服务 改善就医体验

来自天涯区布甫村的小琪出生
一周后，就被诊断为先心病，常常哭
闹，嘴唇发黑……母亲浦月壮带着
女儿辗转求医未果，直到沪琼专家
联合为小琪实施了免费救治手术，
为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节省了10余
万元的治疗费用。

“自2019年至今，我院联合上海
专家已为70例先心病患儿成功实施
手术，其中 59例免费。”小儿心胸外
科专家、三亚市妇幼保健院常务副
院长陆兆辉博士介绍，在儿童先心
病外科手术治疗方面，三亚市妇幼
保健院建立了先心病从筛查到诊
断、到治疗、到随访的完整网络，让
患儿不出岛就可享受到上海同质化
的优质医疗服务。

记者了解到，三亚已完成全省基
层医疗机构标准化建设项目 81 个，
谋划和推进全市卫生健康系统政府
投资重点项目21个。

改革带动 释放医疗活力

改革惠民，群众就医获得感攀
升。三亚以满足人民群众医疗服务
需求为核心，有效缓解群众看病难
的问题，为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

“健康红利”。
“自从推行网上预约挂号以来，

我们看病便利多了。”市民小张通过
微信小程序在市中医院成功挂号后
由衷地说。

距离再近，小病小痛通过网约家
庭医生就能线上诊治，省去诸多流
程；距离再远，即便是大病也能远程
操作实现提前挂号预约，不再因遥
不可及而耽误病情。三亚依托“互
联网+健康三亚”开发、推广，上线了

“新冠疫苗预约”“核酸检测预约”
“发热门诊咨询”“母婴健康”等功
能。

目前，三亚分级诊疗模式基本形
成，实现了“15分钟城市健康服务圈，
30分钟乡村健康服务圈”和“小病、常
见病不出社区，大病不出市”的就医格
局，人民群众的健康状况有了明显改
善，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攀升。

本报讯（记 者 赵 庆 山）今 年 2
月，亚龙湾第二通道 ( 一 期 ) 主线全
线通车。近日，该路段绿化工程正
在加快推进，整齐多彩的行道树给
道路增添了美感。

4 月 21 日，记者来到亚龙湾第
二通道(一 期 )，从亚龙湾起点出发，
不时看到路旁忙碌的绿化工人，顶
着炎炎烈日紧张种植绿化植被。路

上不时驶过洒水车，为新植的绿化
树浇水。记者注意到，道路两旁种
好了高大挺立的椰子树，中间绿化
带则种植了老人葵，给人一种整齐
划一的仪式感。驾车一路驶去，绿
化带上的三角梅正在怒放，植被红
绿相间，路两旁则新种植了雨树、小
叶榕等植被，让道路绿化显得更加
丰富多彩。施工工人告诉记者，目

前绿化工程已经完成大半，预计近
期就能全部完工。

“太美了，很好的驾驶体验。”市
民薛先生说，亚龙湾第二通道不仅缓
解了交通压力，而且给人美感与享
受。据了解，亚龙湾旅游度假区一直
备受市民游客青睐。为缓解旅游高
峰期的交通压力，为市民游客提供更
多的出行选择，2018 年 5 月起，亚龙

湾第二通道 (一 期 ) 工程正式开工建
设，今年 2 月实现主线全线通车。

亚龙湾第二通道 ( 一 期 ) 全长约
6.7 公 里 ，按 照 城 市 次 干 路 标 准 建
设 ，道 路 红 线 22-50 米 ，设 置 双 向
4-6 车道，道路设计速度 50 公里/小
时。工程起点位于三亚市吉阳区博
后村，终点在棕榈路与榆亚路的交
叉口。

三亚亚龙湾第二通道“披绿”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4月 20
日，记者从省治超办获悉，《海南省
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新一轮三年
攻坚战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于近日印发实施，启动道路交通安全
专项整治新一轮三年攻坚战。

《方案》提出建立源头“治超”监
管联网系统。全省矿山、钢铁、水
泥、砂石等“四类企业”和港口、铁路

货场、大型物流园区、大宗物品集散
地等“四类场站”安装出口称重设施
并联网运行，防止超限超载车辆出
站出场；在高速公路全面实施称重
检测，按照总体建设50个称重设施
的目标，提升查处超限超载货车的
能力。上述区域和路段 2021 年称
重设施安装率达 30%，2022 年达
60%，2023年达100%。

《方案》还提出选取国省干线公
路关键节点，优化公路治超站点布
设。2022 年年底前，各市县建设 1
个具备称重、卸载功能的治超站点，
其中海口、三亚、儋州、琼海、文昌、
澄迈、昌江、屯昌等市县根据实际情
况可适当增加。2023年年底前，各
市县治超站点数量应基本满足执法
管理需求。

海南计划在高速公路全面实施称重检测

◀4月21日，亚龙湾第二通道部分路段绿化带已完工。 本报记者李学仕摄

▲ 4月21日，工人为道路绿化带铺设草坪。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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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春来百花香

三亚优质医疗资源聚集

健康就在“家门口”
本报记者 卢智子

国医大师沈宝藩在为患者诊断。本报记者 孙清 摄

全国新冠疫苗接种剂次超2亿！
国家卫健委:各地要确保8周内接种第二剂次

当心！塑料书包里有隐形“杀手”
6版

本报讯（记者 刘少珠）4 月 21
日，三亚举行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
会外国驻华使节及国际组织驻华代表
来访欢迎晚宴。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红波出席

并致辞，代表三亚市委、市政府对嘉宾
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一直以来关心、支
持三亚发展的朋友表示感谢。他说，
海南自贸港建设蓬勃展开，海南成为
了全球投资的“新热土”。三亚正加快

南繁科技城、深海科技城、科教城等建
设，着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
的营商环境，同时注重加强生态保护，
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在海南自贸
港建设中打造标杆。期待借助各位使

节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的影响力，促
进三亚与世界各国城市和地区开展全
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市领导包洪文、王利生、吴海峰
出席。

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外国驻华使节
及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来访欢迎晚宴举行

周红波致辞 包洪文王利生出席

聚焦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