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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名医疗保障社会监督员上岗

Sy关注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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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引资热潮 聚发展动力Sy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记者 9月
14 日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三亚崖州
湾科技城管理局与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为”）日前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人
工智能计算以及超算领域展开深入
合作，联合打造海南人工智能计算
中心、超算中心，共同探索海南数字
经济发展和构筑科研创新坚实的算

力底座，促进海南科技创新成果产
业化。

本次协议签署，标志着三亚崖州
湾科技城管理局与华为的战略合作
迎来新篇章。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
理局夯实以建设创新型城市为主要
目标，突出应用研究、集成创新和引
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突出培育发展
创新创业型科技企业，促进科技创

新成果产业化。
华为将依托统筹已建的先进计

算中心基础设施，充分发挥最新模
块化机房技术、鲲鹏通用计算和昇
腾人工智能计算基础软硬件全栈
能力，联合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
局，共同助力海南人工智能计算中
心、海南超算中心落地崖州湾科技
城。

本报讯（记 者 刘 佳）9 月 13 日
晚，市委副书记、市长包洪文主持召
开七届市政府第127次常务会议，听
取和审议一批议题。

会议传达了海南省贯彻落实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情况审
计进点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各级各
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政治站位，贯
彻落实冯飞省长提出的“六个第一时
间”的要求，从推动最高水平开放政
策的高度、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角
度、从事关人民群众利益的高度，深
刻认识有关审计项目的重要意义。
要主动接受审计，全力配合审计组开

展工作，自觉服从审计工作的统一安
排，做到不折不扣落实、精准有效对
接，坚决彻底抓好问题整改。同时，
要以此次审计整改为契机，确保完成
各项经济指标分解任务，为三亚经济
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审议通过《三亚市水上旅游
项目促进和管理办法》（以 下 简 称

《办法》），聚焦水上旅游项目的法规
制度不健全和职责划分不清的问
题，为各类水上旅游项目提供治理
依据，界定水上旅游项目的涵盖范
围、经营条件、促进措施等，着力解
决水上旅游项目安全隐患比较突出

的问题。会议指出，《办法》内容具
体、措施有力，要加强宣传，强化落
实，促进落地生效。综合执法、公
安、旅文等部门要加强监控，细化实
施，保障三亚旅游市场平稳有序。

会议还审议通过《<琼剧><苗族
刺绣技艺>等 11个项目列入市级第
四批非遗保护项目名录事宜》、《三
亚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21-2030
年）》、《三亚市“十四五”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等议题。

谭萍、贾文涛、何世刚、周俊、吴
海峰、花兴、罗东参加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4 日电（记 者
魏玉坤 申铖）记者 14 日从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上了解到，自今年秋季学期
起，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申
请贷款额度由不超过 8000 元提高至不
超过 12000 元；全日制研究生则由不超

过12000元提高至不超过16000元。
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表示，综合

考虑学生贷款需求和财政承受能力等
因素，为了进一步减轻学生的经济压
力 ，将 国 家 助 学 贷 款 额 度 提 高 4000
元。助学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学费和住

宿费，超出部分可用于日常生活费。
已经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

能否享受到新政策？教育部财务司司
长郭鹏表示，对已经提交贷款申请或者
签订借款合同的学生，如果确有需要，
可根据实际需求，申请增加贷款金额。

国家助学贷款额度提高4000元
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提高至不超过12000元

游客在天涯海角景区游玩。

中秋节临近，在这个以团圆、赏月为主题的传统节日里，旅行的元素被更多地融入进来。
不少“家庭团”、亲子游等趁着假期出游、欢度佳节，三亚旅游市场将迎来一次广纳游客的好时
机。日前，携程旅行网发布的《中秋游及中秋预测数据报告》显示，自驾、亲子、主题乐园将成
今年中秋节旅游消费市场的主要趋势。三亚位列国内最热门旅游目的地第六位、最热私家团
旅游目的地第四位。

季季有主题 月月有活动

三亚创新旅游市场营销推广
拉动旅游消费增长

本报记者 胡拥军 文/图

“围绕‘淡季不淡’的工作目标，
市旅游推广局今年重点推出‘三亚·
新青年奇趣岛’、‘旅行本该三亚’等
旅游主题，吸引游客在节假日、暑期
错峰来三亚旅行。”三亚市旅游推广
局副局长俞婷婷介绍，三亚利用大型
活动扶持奖励办法，积极通过“请进
来”“走出去”等方式全方位提升三
亚知名度、美誉度。

“成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但望
不见大海。三亚是我们向往已久的旅
游城市，看了这么丰富的旅游产品，有
种马上就想去三亚旅游‘玩海’的冲
动。”在日前举行的成都旅业推介会
上，成都市民张女士兴奋地说，三亚旅
游企业专为广大成都市民量身打造了
具有创新性、体验性、高端性的主题趣
玩旅游产品，在当地引起了极大反响，

迅速提高三亚趣玩旅游新产品在西南
旅游市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三亚市
旅游推广局围绕进一步丰富旅游目
的地游玩内容，创造旅游新热点，培
育消费新供给，通过“毕业游”“暑期
游”“亲子游”等主题策划、结合主要
客源地游客画像，精细策划，精心安
排，吸引游客前来三亚旅游度假。

三亚“请进来”主要围绕“三亚·
新青年奇趣岛”推广主题，用国际化
视野进行品牌联动，吸引具有国内外
影响力的活动赛事落地三亚。如 4
月启动的网红大赛，5 月的“三亚和
平精英狂欢节”和海南国际潜水节，
6 月的 2021 国潮古韵-崖州古城文
化节，7月的中国大学生体育狂欢节
暨 CUEA 总决赛，8 月的维亚康姆

MTV 天 籁 村 海 岛 音 乐 节、9 月 的
2021 第三届鹿回头情山国际啤酒节
等，打造市民乐于参与、游客乐于前
来，具备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主客
共享的目的地活动。

“走出去”主要围绕三亚的热门
旅游客源地进行推介。创新推介方
式，细分旅游客群，主动挖掘政府、
企业、年轻客群的旅游需求，因地制
宜，面对不同的企业、群体开展有针
对性的推介活动。从 4月至 7月，前
往成都、重庆、西安、上海等地进行
旅游宣传推介，同时结合当地户外、
广播、达人等媒介方式，提高三亚旅
游推介的参与度、趣味度、辨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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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进来”“走出去”| 多种主题活动带动“旅游+消费”

新华社西安 9月 14日电 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
式 9月 15日 20时在西安奥体中心
体育场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
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
华网将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

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
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
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同步转播。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式
15日晚在西安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包洪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强调

自觉主动接受审计
彻底抓好问题整改

本报海口 9 月 14 日电 9 月 14
日，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财经委（扩大）
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财经委员会第
十次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促进
共同富裕、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等工作。

省长、省委财经委副主任冯飞，
省委副书记、省委财经委副主任李
军，省委财经委委员出席会议。

沈晓明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中
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重要体现，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要内容，是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重要目标。各级各方面要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正确把握做大蛋糕与分好蛋
糕、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全局与局
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发展与保
护、需要与可能、经济增长与风险防
范、急不得与慢不得等关系，在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中扎实推动共同富
裕，争当优等生。要彰显海南特色，
充分发挥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加
强制度集成创新，推进三次分配，鼓
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
会；想方设法把产业发展、企业聚集
转化为高质量就业机会，提高人民

群众收入水平，共享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红利；完善住房保障体系，丰
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人民群
众幸福感；大力弘扬勤劳致富文化，
加强典型案例宣传，激励人民群众
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沈晓明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金融
风险，维护经济金融稳定，事关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全局。要落实地方
党政同责，压实主体责任和监管责
任，把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作为
重中之重，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金融风险的底线；加快发展现代金
融业，推动海南经济高质量发展。

（沈 伟）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财经委（扩大）会议强调

发挥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
争当促进共同富裕优等生

冯飞李军出席

本报讯（记 者 张 慧 膑）金秋九
月，稻谷飘香，又是一个丰收年。9
月 15日，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三亚会场活动将在天涯区槟榔村举
行。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题为

“庆丰收 感党恩”，三亚将推出一系
列活动展现“三农”发展丰硕成果，
将党的声音传递到广大农民群众心
中，汇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三亚会场活动精彩纷呈，分为
“庆丰收”和“感党恩”两个环节，全
面展示三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
的成就，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信

心跟党走。现场将对全市的“明星
农民”“明星农业企业”“明星农技
员”进行颁奖；开展以“农事活动”为
主题的趣味竞赛活动，并设置农产
品会展、风味小吃体验，让群众既能
感受节日的快乐又能品尝风味小
吃；开展“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宣讲文艺活动，与群众共话丰收、同
感党恩、共谋发展。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三亚农
业产业发展成色不断提高，全市投
入农业项目资金逾 50 亿元，建设高
标准农田 10 万亩以上，夯实农业发

展基础，农业产业发展支撑不断强
化，农业农村治理成效不断巩固。
2020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21
亿元，是2010年的2.57倍；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389 元，是
2010 年的 2.83 倍。今年上半年，全
市农民收入增速达到14.1%，农业农
村工作取得了令人欣喜的进步。

活动由中共海南省委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海南省农业农村
厅、海南省乡村振兴局指导，中共
三亚市委员会、三亚市人民政府主
办。

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三亚会场活动今日举行
三亚去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121亿元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与华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联合打造海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与超算中心提升企业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防范意识和纠纷应对能力

三亚崖州湾海外知识产权
保护联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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