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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台风”来袭，果树保险让果农
吃上“定心丸”——

三亚5户芒果种植户
获理赔86万元

电视问政强化监督
“堵心路”不再堵心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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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环境监测站发布 hbj.sany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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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龙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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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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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 16:00 至 19 日 16:00）

一级,优

君悦子站 5 64 一级,优

天涯区
抱龙小学

3 56 一级,优

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一级（优）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西岛子站

城东小学

5

2

58

52

一级,优

一级,优

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10月18日下午就推动我
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四
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
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近年来，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
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发展
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
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
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
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要站在统

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
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
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
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
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
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
吕建教授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
了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
真听取了他的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
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实施网络
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拓展网
络经济空间，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
创新，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数字中
国、智慧社会，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
业数字化，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
字产业集群，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较
快、成就显著。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以来，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在支

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恢复生产生活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是把
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
遇的战略选择。一是数字经济健康
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类
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
加速融合，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
模式，实现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
制，延伸产业链条，畅通国内外经济
循环。二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

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数字经
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
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
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
三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
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当今时代，数
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
重点领域，我们要抓住先机、抢占未
来发展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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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
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本报讯 10 月 18 日至 19 日，海
南省党政代表团在上海市学习考察，
并与上海市委市政府座谈交流，签署
两地政府深化合作备忘录，加强两地
重大国家战略对接，促进更高水平、
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合作。上海市委
书记李强，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蒋卓庆，市政协主席
董云虎，市委副书记于绍良；海南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
省委副书记、省长冯飞，省政协主席
毛万春，省委副书记李军参加座谈和
相关考察活动。

代表团到中共一大纪念馆瞻仰，
并到外高桥综合保税区、上海国际艺

术品保税服务中心、外高桥国际智能
制造服务产业园、上海自贸试验区临
港新片区、莱佛士医院、前滩国际商
务区、杨浦滨江、虹桥交通枢纽等地
考察学习。

座谈会听取了两省市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介绍。李强代表上海市委
市政府对海南省长期以来给予上海
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指出，
海南省委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
力打造全国改革开放新标杆，自由贸
易港建设热火朝天，经济社会发展日
新月异。海南干部群众敢闯敢试、敢
为人先的开拓意识，放大优势、抢占

赛道的长远眼光，埋头苦干、只争朝
夕的实干精神，值得上海认真学习借
鉴。

李强指出，上海始终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作为全部工
作的鲜明主题和突出主线，全力以赴
抓好落地落实，在提升城市能级和核
心竞争力、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更
大范围优化城市空间格局、全面推进
城市数字化转型、探索超大城市治理
新路子等方面不断深化。各地发展
既要各显其能，又要相互赋能。希望
沪琼两地在新征程上携手推动各方
面合作交流再深化再拓展，更好实现
互促共进、互利共赢。要在落实国家

战略上紧密互动，在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上深化合作，在绿色低碳发展上
互相借鉴，加强项目对接、平台对接
和经验分享、优势互补，共同服务好
全国发展大局。

沈晓明说，上海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上海工作的重要讲
话精神，全面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重大国家战略，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奋力推动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
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不
断取得新成就、新辉煌。上海强烈的
政治担当、创造的宝贵经验和干部的
拼搏精神，值得海南认真对标学习、消

化吸收。近年来，沪琼两地在医疗、教
育、物流、金融、科技、文化等领域交流
合作不断深化拓展，海南衷心感谢上
海毫无保留传授改革开放经验，特别
是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补齐社会
事业短板、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
给予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相信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两地高质量发展与合作将
开启崭新篇章，两地重大国家战略联
动发展将结出更为丰硕成果。

上海市领导陈寅、诸葛宇杰、朱
芝松、彭沉雷、宗明，海南省领导沈丹
阳、孙大海、周红波、何西庆、倪强参
加有关活动。 （沈 伟）

海南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学习考察并举行座谈

加强两地重大国家战略对接
促进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合作

李强沈晓明龚正冯飞蒋卓庆董云虎毛万春于绍良李军参加

本报讯（记者 王昊 通讯员 林柏荣）10 月
19 日，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前三季度海南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013.5 亿元，超过去年全
年总额，也是海南外贸历史上，在单个自然年内
首次突破 1000 亿元，同比（下同）增长 60.4%，
增速快于同期全国 37.7 个百分点，连续第二个
月排全国第三位。

随着国家对海南自由贸易港一系列利好政
策“加持”，一系列优惠政策成为拉动海南外贸
增长的新引擎。其中，前三季度，海南出口241
亿元，增长 27.5%，增速快于全国4.8 个百分点；
进口772.5亿元，增长74.4%，增速快于全国51.8
个百分点，全国排名第二位。

海口海关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处处长鞠
春梅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
布以来，一批重要政策逐项落地见效，不断赋能
海南外贸“朋友圈”进一步扩大。据统计，东盟
和欧盟成海南前两大贸易伙伴，前三季度，海南
与全球 179 个国家或地区有贸易往来，较去年
同期增加了 18 个。其中，对东盟进出口 169.9
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下同）的16.8%；对欧
盟进出口 159.4 亿元，增长 81.5%，占 15.7%；对
美国进出口76.4亿元，增长31.9%。

数据显示，海南外贸氛围日趋浓郁，民营企
业在这里蓬勃发展。前三季度，海南新增备案
外贸企业5831家，增长128%。其中，民营企业
进出口490.9亿元，增长158.5%，占48.4%；国有
企业进出口276.9亿元，增长47.7%，占27.3%；

同时，对外开放平台拉动作用明显，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进出口成倍增长。前三季度，洋浦
保税港区进出口 234.2 亿元，增长 28.3 倍，占
23.1%；海口综合保税区进出口196.8亿元，增长
66.9%，占海南省进出口总值的 19.4%。两者进
出口增速均显著快于全省总体增速，对同期全
省进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合计高达80%。

消费品进口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迅
猛。前三季度，海南进口消费品314.2亿元，增长
52.3%，占同期全省进口商品总值的40.7%。其
中，进口化妆品 179亿元，增长 32.2%，首饰、钟
表等高档消费品分别增长148.9%和123.1%。同
期，高新技术产品出口32.6亿元，增长73.1%，增
速高出同期全省出口总体增速45.6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

海南外贸规模
超去年全年

进出口值首次突破1000亿元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9 日电 由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联合创作的专题片《平“语”近人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

同名视频书，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
版，在全国公开发行。

该书以专题片解说词为主编辑
而成，专题片中习近平总书记36个

用典原声片段及 12 集完整视频通
过二维码植入方式呈现，读者阅读
的同时，可以扫码聆听原声、观看
专题片视频。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
（第二季）》同名视频书出版

本报讯（记者 李少云）久雨盼
天晴。10月19日，记者从气象部门
获悉，连日的强降雨过程已基本结
束 ，未来三天我市无强降雨天气。

受热带扰动和冷空气共同影
响，15 日－19 日白天，全市大部
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强降雨
中心主要集中在东北部地区。

未来三天三亚天气趋势预报：
陆地方面19 日夜间－21日白天，
受东到东南气流控制，多云到晴，
局部有小阵雨。21 日夜间－22
日，受冷空气影响，多云间阴天有
小雨到中雨。

未来三天
三亚无强降雨天气

10 月 19 日下午，天涯区林家村田洋，农民正在给被淹的十几亩秋
葵地抽水。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

本报讯（记者 刘佳）10 月 19
日中午，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让
人猝不及防。在迎宾路与凤凰路
交叉口，暴雨带来的瞬间大量降
水一度漫过隔离带冲上人行道，
深度接近小汽车的半个车轮，许
多 底 盘 较 低 的 小 轿 车“ 望 水 却
步”。降雨导致中心城区主要路
段多处出现积水，一些低洼路段
积水较为严重，对城市交通带来
不小的影响。

据气象部门雨量统计，当天
11时至12时 30分，春园社区监测
点降雨强度为55mm/h，三亚市一
中监测点降雨强度为 54.7mm/h，

解放路步行街监测点降雨强度为
48.5mm/h，按照降雨等级划分，此
次降雨达到暴雨级别。受暴雨影
响，城市乐园与黎客酒店路口、海
润路、迎宾路与凤凰路交叉口、水
城路十字路口、金鸡岭路市第五
小学公交站附近等多地出现积
水。市污水管网管理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分析，连续多日的降雨导
致城市地下水位上涨，大风把一
些树枝树叶吹落并堵在雨水进水
口的雨水篦上，导致排水流速减
缓，当瞬间降水量激增，排水流速
小于降雨量造成了积水。

11 时 30 分，市应急处置中心

向各路段责任人发出应急排水指
令，市住建局、三亚环投集团 225
名应急排涝工作人员立即行动，
出动应急抢险车5辆、小型抽水机
17 台、材料运输车 7 辆及其他安
全维护设备，及时打开积水路段
雨水进水口，加快积水排出。14
时左右，记者通过市住建局应急
处置指挥中心的实时监控画面看
到，中心城区主要路段积水已基
本排完，道路交通恢复正常，从暴
雨结束到积水排完用时约一个半
小时。

“三亚市政排水速度很快，我
刚刚走过来的时候还有积水，现

在已经没有了。”出租车司机郭师
傅告诉记者，他感觉三亚现在的
排水比前几年好多了，工作人员
也很认真负责，很多路段都能看
到身穿橘色工作服的人在值守，
感觉很安心。

记者了解到，我市自 10 月 15
日启动排涝应急预案，工作人员
24 小时常态化值班值守，各低洼
易涝路段及易积水点责任分工包
点到人，加强巡查，密切关注降雨
量、道路积水排水情况以及水库
泄洪相关信息，以雨情为令，随时
准备应对路面积水突发情况，确
保及时、高效处置。

昨日中午局地每小时降雨量超50毫米，多部门快速响应

三亚市区主要路段积水迅速排出

G98环岛高速三亚往东方方向

三亚崖城段仍未通车
继续对边坡稳定情况进行评估

本报讯（记者 符吉茂）10月

18 日 17 时许，G98 环岛高速公路

三亚崖城路段三亚往东方方向右

幅K283+300 处，发生边坡垮塌事

故，垮塌土体侵入公路超车道，造

成公路阻断，未引发交通事故。

截至 19 日晚记者发稿时，为确保

安全，公路管理部门对该路段进

行封闭管制，并对该路段垮塌土

体进行清理，组织专家对边坡稳

定情况进行评估，防止再次滑坡。

计划途经该路段的车主还需

从右幅南山互通下高速走国道

225到崖城互通上高速。

241亿元

增长27.5%
增 速 快 于 全 国
4.8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

出口 进口

772.5亿元
增长74.4%
增 速 快 于 全 国 51.8
个百分点，全国排名
第二位

市政工作人员在抢排积水。 本报记者 孙清 摄

跻身中国城市“95后”人才吸引力50强

“95后”为何选择三亚？
2版

关注三亚强降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