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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25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7 月 25 日致电德劳帕
迪·穆尔穆，祝贺她就任印度共和国
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印两国互为重要
邻国。一个健康稳定的中印关系符
合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
有利于本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

展。我高度重视中印关系，愿同穆尔
穆总统一道努力，增进政治互信，深
化务实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中
印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习近平向印度新任总统德劳帕迪·穆尔穆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 7月 25日电 7 月 2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二届中非和
平安全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中非是风雨同舟、
守望相助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
弟。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
速演进，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各

类安全挑战层出不穷，人类社会面临
前所未有的挑战。实现持久和平和
普遍安全是中非人民的共同心愿。
中国始终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
诚理念发展对非关系，愿同非洲朋友
一道，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
的安全观，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

际体系，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落
实全球安全倡议，构建新时代中非命
运共同体。

第二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当日
以视频方式召开，主题为“加强团结
协作，实现共同安全”，由国防部主
办。

习近平向第二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致贺信

本报海口 7 月 25 日电 7 月
25 日，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暨全球消费论坛开幕式在海
口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宣布开幕并作主旨演讲。

法国总统马克龙，泰国总理
巴育·詹欧差，联合国国际贸易中
心执行主任帕梅拉，世界贸易组
织副总干事张向晨，香港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澳门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分别致
辞。海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商务
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
受文致欢迎辞。

梁振英代表中国政府对本届
消博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
与会嘉宾表示诚挚欢迎。他表
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新冠疫
情叠加，给全球消费复苏带来一
些制约。但中国消费规模不断扩
大、消费结构持续升级的总体态
势没有改变，中国经济韧性强、潜
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不会改变，我们对中国经济
发展前途充满信心。中国持续发
展和扩大开放，将继续为世界经
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梁振英指出，本届消费品博
览会以“共享开放机遇、共创美好
生活”为主题，顺应了以开放促发
展的历史大势，契合了各国开放
合作的愿望和呼声。他提出了四
点倡议。一是坚持开放合作，共
同扩大全球贸易。坚决反对保护
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消减贸易壁
垒，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稳定，做大合作蛋糕，让发展成果
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二是坚持开
放创新，共同复苏世界经济。努
力打破制约知识、技术、人才等创
新要素流动的壁垒，让创新源泉
充分涌流，不断打造新技术、新产
业、新产品。三是坚持开放包容，
共同促进发展。坚持对话而不对
抗、包容而不排他，坚持真正的多

边主义，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应对
全球挑战，共建人类美好家园。
四是坚持绿色发展，共创自然向
好的未来。希望更多品牌企业加
入保护地球环境的共同使命中，
引领更多消费者提升绿色公益和
环境保护意识，共创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的美好未来。

沈晓明表示，海南自由贸易
港诞生于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和世
纪疫情交织叠加的大背景下，在
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大局中具有
特殊重要地位。打造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

重要支撑。消博会作为中国四大
国家级展会之一，是海南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建设的突出亮点。作
为东道主，海南将努力办出一届
安全有序、精彩纷呈的盛会，为全
球消费精品企业搭建展示窗口和
交易平台，实现在海南自由贸易
港“买全球、卖全球”，助推各国市
场开放融通和互惠互利。如今的
海南自由贸易港，优惠政策得天
独厚，营商环境越来越好，生态质
量保持一流，消费市场蓬勃兴旺，
是名副其实的投资沃土和购物天
堂，诚挚邀请全世界朋友前来海

南投资兴业、共享发展机遇。
王受文指出，办好消博会将

为各国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提供重
要平台，为中国产品拓展国际市
场提供重要通道，为消费持续恢
复提供重要助力。本届消博会将
有 600 多个全球新品首发首秀，
充分展现了消费创新的活力。我
们将继续加强与各国的经贸合
作，高水平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积极推进加入全面
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进程，
以实际行动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

便利化，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商务部将与海南省一道持
续办好消博会，回应企业的诉求、
打通政策的堵点、发挥自贸港政
策叠加效应，实现国内外企业双
赢和多赢，为加快中国特色自贸
港建设、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作出
新的努力。

毛万春、徐启方等省领导，部
分驻华使节，中央有关部委负责
同志，各省（区、市）有关负责同
志，重点参展商和采购商参加开
幕式。

（沈 伟）

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暨全球消费论坛开幕

梁振英出席开幕式并作主旨演讲
马克龙 巴育·詹欧差 帕梅拉 张向晨 李家超 贺一诚致辞

沈晓明王受文致欢迎辞 毛万春徐启方出席

7 月 25 日下午，参观者在海南馆观看展览。当日，2022 年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口开幕。本报特派记者 袁永东 摄

三亚上半年外贸进出口
总值120.8亿元
同比增长21.8%

本报讯（记者 李少云 通讯员 邓莉）7 月
25 日，记者从三亚海关获悉，据统计，2022 年
上半年，三亚市外贸进出口 120.8 亿元，比上年
同期（下同）增长 21.8%，占海南外贸进出口总
值的13.2%，位居全省各市县第三位。其中，进
口 112.8 亿元，增长 19.4%；出口 8 亿元，增长
70.2%。

据介绍，免税品方式进口下降，保税物流贸
易高速增长。以免税品方式进出口 54.4 亿元，
下降28.8%，占全市外贸值比重（下同）45%；以
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 52.3 亿元，增长 335.5%，
占 43.3%。同期，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 13.9
亿元，增长59.3%；以加工贸易进出口1701.2 万
元，去年同期无记录。

欧盟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对欧盟进出口
56.7 亿元，增长 20.4%，占 47%；对瑞士进出口
14.5 亿元，下降 14.7%；对日本进出口 10.9 亿
元，增长 66.1%；对美国进出口 9.3 亿元，增长
151.5%；对英国进出口 9.1 亿元，增长 689.5%。
此外，对 14 个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成员国进出口15.1亿元，下降25.6%。

机电产品为出口主力，美容化妆品及洗护
用品增速明显。出口方面，出口机电产品 6.2
亿元，增长 395.7%，占同期出口总值的 77.8%，
其中手机2.7亿元，增长63倍；汽车2.1亿元，增
长 253.1%。同期，出口农产品 5507万元，下降
56.7%。进口方面，进口美容化妆品及洗护用
品 64.5 亿元，增长 108.4%；服装及衣着附件 7.6
亿元，增长32%；钟表6.1亿元，下降35.4%。

国有企业占比逾八成，民营企业进出口下
滑。国有企业进出口 106.7 亿元，增长 30.2%，
占全市外贸值比重 77.4%；民营企业进出口
13.9 亿元，下降 18.3%。此外，外商投资企业进
出口1222万元，增长36.7%。

亚龙湾第二通道二期
“堵点”拆除

本报讯（记者 赵庆山）近日，亚龙湾第二
通道二期工程又有新的消息，靠近榆亚路的堵
点征拆完成，为项目建设腾出约七八百米的工
作面，项目建设正继续推进中。

7月25日，记者来到榆亚路老年大学附近看
到，部分建筑已被拆除，挖掘机、推土机开进现
场，对地面进行平整，准备开始路基建设。穿过
槟榔一路，也有一片工地正在清表，意味着此项
目东侧起点处约七八百米工作面已经打开。

“这个堵点终于拆除了，我们等了好久。”现
场施工人员告诉记者，亚龙湾第二通道二期工
程自2020年8月开工建设，因为拆迁受阻，在项
目西侧起点建设一公里后，工程就陷入停工。
如今这个堵点拆除，施工队迅速进场施工，加班
加点争进度。据介绍，该工程西侧起点处工程
进度较快，三亚小院附近1.2公里路基建设已经
基本完成，雨污水管道已经完成了约1公里。为
了保证道路高度一致，三亚小院附近大约1公里
路段路基加高了3至7米。

据悉，亚龙湾第二通道二期工程总长度2.8
公里，路幅宽30米，道路设置双向四车道，设计
速度 40千米/时。工程从两头向中间推进，西
侧起点连接学院路延伸段，连通后将大大缓解
迎宾路的车流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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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2022年高考录取分数线已陆续
公布，三亚今年文体“两开花”，两位同样
来自三亚市第一中学的 18 岁少年双双被
清华大学录取。7 月 23 日，《三亚日报》微
信公众号刊文《三亚这两名同学被清华大
学录取！》引起了广大网友关注，有网友这
样说：男生考进清华，女生“跑”进清华。
他们生动地诠释了通往目的地的赛道不
只一条，无论在哪个舞台，只要努力为目
标而拼搏，都能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刘婷婷

赵涵远

2018 年 4月 13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30周年大会，郑重宣布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逐步探索、
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今年4月 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要
求海南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成为新时
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和展示中国风范的靓丽名片。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展如何？按照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要求，未来该如何谋划更大突破？近日，《经济日报》调研组走进
海南，深入港口码头、特色园区和林间地头，与各族干部群众、专家
学者交流研讨，多维度探寻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路径。

千帆竞发海之南

历史选择了海南 海南准备好了吗

海南的新时代之问 破与立的答卷

快与慢的抉择 奔赴星辰大海

1 2

3 4

5 6

7~8版

Sy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

聚焦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更多报道见3版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
顺利进入问天实验舱

8版

导读

央媒看海南

详见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