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7月
农历壬寅年六月廿九 星期三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4-0030

今日8版 第12636期27
中共珠海市委主管、主办 珠海特区报社出版

ZHUHAI SPECIAL ZONE DAILY

值班编委 朱彤 值班主任 高松 责编 杨桦 美编 赵耀中 校对 董敏 组版 陈晓明 社址：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 邮编：519002 市场零售价：1.5元 服务热线：2611111 珠海传媒印务发行有限责任公司承印 广告经营许可证：4404004000005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7月26日下午在北京钓
鱼台国宾馆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举
行会谈。两国元首在亲切友好的气氛
中就中印尼关系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
国际地区问题全面深入交换了意见，
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习近平指出，你是北京冬奥会后
中方接待的首位外国元首，充分体现
了双方对发展中印尼关系的高度重
视。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印
尼关系蓬勃发展，彰显强劲韧性和活
力。双方战略互信日益巩固，政治、经
济、人文、海上合作“四轮驱动”合作格
局不断深化，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
进世界团结合作方面展现担当，积极
有为，树立了发展中大国联合自强、互
利共赢的典范。事实证明，发展好中
印尼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共同长远利
益，也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产生积极深
远影响。当前，中国人民正向着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迈进，印尼人民也正为实
现2045年建国百年目标积极打拼。
我愿同你一道，继续从战略高度和长
远角度引领中印尼关系行稳致远，更
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和世界和平
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印尼发展阶段
相似，共同利益相连，理念道路相通，前
途命运攸关。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
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和普遍期待。
很高兴双方确立了共建命运共同体这
一大方向。中方愿同印尼以此为统领，
巩固战略互信，坚定支持彼此维护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支持彼此探索
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对
方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双方
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
断走向深入，结出更多硕果。力争如期
高质量建成雅万高铁，实施好“区域综

合经济走廊”和“两国双园”等重大合作
项目。中方将继续全力支持印尼建设
区域疫苗生产中心，密切公共卫生合
作，愿继续扩大进口印尼大宗商品和优
质农副产品。中方愿积极参与建设印
尼新首都和北加里曼丹工业园，扩大发
展融资合作，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
领域培育新增长点。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正以
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印尼要同舟
共济，展现发展中大国责任担当，践行
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开放的区域主
义，为推进全球治理提供东方智慧，贡
献亚洲力量。中方全力支持印尼主持
召开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
愿同印尼加强协调配合，确保峰会取

得圆满成功。中方也将全力支持印尼
当好明年东盟轮值主席国，愿同东盟
加强团结协作，聚焦“五大家园”建设，
不断释放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新动能。中方欢迎印尼继续积极参与

“金砖+”合作，赞赏印尼支持和重视全
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印
尼就此加强沟通合作。 （下转02版）

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会谈

7月26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举行会谈。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李栋 李森 通讯员
朱宗报道：7月26日上午，市委书记、
市委审计委员会主任吕玉印主持召
开市委审计委员会会议，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
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审
计委员会工作部署，总结市委审计委
员会成立以来工作情况，审议有关文
件，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审计工作。市

长、市委审计委员会副主任黄志豪出
席会议。

会议充分肯定市委审计委员会
成立以来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会
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审计机关首
先是政治机关的意识，坚定扛起审计
监督的政治责任，自觉从政治角度、

全局高度看待审计工作，牢牢把握审
计工作正确政治方向，不断提升审计
监督整体效能，推动形成衔接顺畅、
保障有力、配合有效的审计监督工作
格局，为珠海经济特区加快发展保驾
护航。

会议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以强有力的审计监督保障执行、
促进发展。要聚焦经济发展加强审计

监督，坚持关口前移，强化对重大行政
决策、重点项目投资的事前审计服务，
强化审核把关，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督
促整改，不断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
准确性和有效性。要聚焦财政绩效加
强审计监督，加强对财政运行全过程
的审计，推动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确保将每一分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
上，切实避免损失浪费。（下转02版）

市委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

本报讯 记者李栋 李森 通讯员朱
宗报道：7月26日上午，市委农村工作
会议暨全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推
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
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省委农村
工作会议暨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
作推进会精神，对今年我市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工作进行研究部署、推动落实。
市委书记吕玉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
黄志豪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潘江、市政协主席王开洲出席会议。
吕玉印充分肯定我市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推进“三农”工作取得的新进
展新成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
论述精神，从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强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切实筑牢珠海“三农”基础，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吕玉印强调，要紧扣重点、真抓实

干，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更大成
效。要抓好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千
方百计稳定粮食生产，严守耕地保护
红线，大力推进种业振兴，筑牢粮食安
全底线。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大力推进农产品
精深加工，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着
力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不断增强乡村
发展动能。要打造湾区生态宜居美丽
乡村，高水平推进村庄规划建设，加大
农村的道路交通、供水排水、防灾减灾、

污水和垃圾收集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
和改造力度，持续推进城乡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着力提升乡村建设品
质。要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加强农村
基层党组织建设，大力推进乡风文明建
设，深入推进平安乡村建设，着力维护
农村平安稳定。要加强党对“三农”工
作的领导，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资
源要素支撑保障，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合
力，切实把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落到实处。 （下转02版）

市委农村工作会议
暨全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推进会召开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国家医
保局、财政部26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做
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工作的通知》，深化跨省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改革，破解异地就医备案不便捷
等堵点、难点问题。

推进跨省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
是完善医保制度、解决人民群众突出关
切的重要改革举措。

通知明确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十四五”的目标任务，2025年底前，跨省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制度体系和经办管理
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全国统一的医保信
息平台支撑作用持续强化，国家异地就医
结算能力显著提升，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
算率提高到70%以上，普通门诊跨省联
网定点医药机构数量实现翻一番等。

通知对住院、普通门诊和门诊慢特
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等政策进行统一，
明确跨省直接结算时原则上均执行“就
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基金支付政策；

“先备案、选定点、持码卡就医”异地就
医管理服务流程；“先预付、后清算”异

地就医资金管理要求等。
通知进一步规范异地就医备案政

策，包括异地就医备案人员范围拓展到
跨省急诊人员和非急诊且未转诊人员；
统一备案有效期，有效期内参保人可在
就医地多次就诊并享受直接结算服务；
支持参保人员在备案地和参保地双向
享受待遇等。

此外，通知规范了定点医疗机构直
接结算服务范围，将急诊抢救费用、住院
期间院外检查治疗购药费用和符合就
医地管理规定的无第三方责任外伤费
用纳入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
允许参保人员在出院结算前补办异地
就医备案，并享受跨省直接结算服务。

在协同业务方面，通知对经办机构
跨区域协同流程进行规范，建立就医地
与参保地协同处理问题的机制，提高地
区间问题协同处置效率。

通知要求，各地医保部门要及时调
整相关政策措施，确保2022年12月底
前同国家政策相衔接。相关政策将于
202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两部门进一步推动相关工作

2025年底住院费用
跨省直接结算率提高到70%以上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7月26
日，记者从珠海市统计局获悉，2022
年 上 半 年 珠 海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为
1906.78 亿元，同比增长2.0%。总体
来看，尽管上半年受国内外环境复杂
演变、疫情多发散发等超预期因素影
响，珠海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但面
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全市上下深
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
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工作要求，高
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
市经济运行总体稳定，部分指标企稳
回升。

根据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
算结果，2022年上半年我市第一产业
增加值为25.64亿元，同比增长4.0%；
第二产业增加值为822.11亿元，同比
增长6.2%；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059.03
亿元，同比下降1.0%。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

上半年，在严峻复杂、反复波动的
疫情面前，珠海用果断、科学、全面的措
施助企纾困稳工促产，全力抓好“双统
筹”，促进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上
半年，全市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748.61亿元，同比增长8.5%，增速排全
省第 2位，分别高于全国、全省增速
5.1、5.0个百分点。

七大支柱产业实现增加值612.99
亿元，增长11.6%，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的比重达81.9%，其中电子信息、
家电电气、生物医药业较快增长，增速
分别为12.5%、17.1%、19.5%；石油化
工、天然气开采、精密机械制造、电力能
源业平稳增长，增速分别为 2.0%、
9.7%、5.2%、7.6%。

现代产业加快发展，上半年，全市
先进制造业、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
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1.3%、13.9%、
13.2%，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2.8、5.4、4.7个百分点。

农业生产稳定恢复

上半年，全市完成农林牧渔业产值
50.26亿元，同比增长4.9%，增速较一
季度提升1.1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牧业、渔业增长较好，同
比分别增长47.1%、5.5%。得益于海水
产品价格走高，养殖户积极性提高，海水
养殖产量增加，海水产品产量增长
7.7%，其中鱼类产量增长13.2%、虾蟹类
产量增长0.3%。蔬菜、瓜果生产较为平
稳，蔬菜及食用菌总产量7.18万吨，同比
增长0.5%。生猪产能持续释放，生猪出
栏量3.76万头，同比增长146.7%，猪肉
产量3088吨，同比增长142.4%。

出口保持稳定增长

上半年，全市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
1546.73亿元，同比下降5.3%。其中，
出口965.41亿元，同比增长7.3%；进口
581.32亿元，同比下降20.7%。

上半年，全市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505.65亿元，同比下降1.7%，降幅
较4月、5月分别收窄1.8、0.9个百分
点，呈现企稳回升、缓慢复苏的态势。

按消费形态分，商品零售增长
0.5%，餐饮收入下降19.7%。从限额以
上商品零售看，基本生活用品类保持稳
定，其中，日用品类零售额增长7.7%；
石油及制品类受成品油价格上涨拉动，
销售同比增长26.2%；升级类消费持续
低迷，服装鞋帽纺织品类零售额下降
44.3%、汽车类零售额下降9.2%。

财政收入平稳增长

上半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243.51亿元，同比增长3.2%。其中，
税收收入下降1.8%，占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比重为64.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400.80亿元，同比增长7.5%，其中，
九项民生支出下降10.1%，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比重为55.6%。 （下转02版）

上半年珠海GDP增长2.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全省第二

本报讯 记者陈颖报道：盛夏7月
酷热难耐，鹤港高速二期项目建设关
键节点——鸡啼门特大桥即将迎来首
个合龙点的浇筑。建设者们正克服万
难，为实现年底贯通的目标全力冲
刺。目前，鹤港高速二期预制梁架设
已进入尾声，预计8月初鸡啼门特大
桥左幅边跨完成合龙浇筑。

7月26日上午，鸡啼门水道上方近
30米高的作业面，来自中交第二公路

工程局的建设者们正在烈日下忙着切
割钢绞线。火花飞溅，建设者们身着的
防护工装早已被汗水浸透。据了解，大
桥采用“110米+200米+110米”的跨
径组合跨越鸡啼门水道，梁块采用挂
篮悬臂的方法浇筑。在临近红旗镇一
侧的边跨上，左幅桥面2米宽的缺口
处，蓝色的挂篮设备已经就绪，这里将
是鸡啼门特大桥全线第一个合龙点。
趁着最近晴好天气，建设者们计划在8
月初完成该合龙点的混凝土浇筑。目
前，鸡啼门特大桥左幅中跨还有6米即
可合龙，右幅也在积极推进现浇施工。
鸡啼门特大桥混凝土浇筑已完成总量
的85%，而3月底鹤港高速二期隧道贯

通后，预制梁正源源不断自西向东架
设，如今仅余鸡啼门水道西侧的少部分
预制梁架设在即，整体预制梁架设已完
成总量的86%。按照计划，今年年底
前，鸡啼门特大桥将合龙，届时整个鹤
港高速二期主体结构完成建设，实现
贯通，明年上半年将具备通车条件。

近日高温持续，鸡啼门特大桥
附近气象观测站点近期录得的最高气
温都在36℃左右。中交第二公路工
程局优化施工组织，上午11时到下午
3时停止施工，并尽量将作业安排在
早晨和晚间时段进行。为保障一线作
业人员身体健康，现场常备解暑药剂，
提供降温冰水，并结合现场实际搭建

遮阳棚，防止因长时间高温下作业，建
设者身体出现不适。

鹤港高速全称鹤洲至高栏港高速
公路，东接江珠高速、洪鹤大桥，承接港
珠澳大桥车流，向西抵达高栏港高速后
通过互通立交接黄茅海跨海通道。目
前一期已经通车，二期自机场高速的大
林互通金湾西出入口开始，最终抵达平
沙新城附近的项目终点。交通基础设
施的互联互通将推动珠江口西岸都市
圈建设，让珠海进一步增强城市承载力
和辐射力，携手推动环珠江口“黄金内
湾”建设，在全省“一核一带一区”区域格
局中勇当辐射带动珠江西岸加快发展、
促进东西两岸融合互动的核心城市。

鹤港高速建设者为实现年底贯通目标冲刺

鸡啼门特大桥下月完成首个合龙点浇筑

今年以来，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
峻，国内疫情多发散发，不利影响明显
加大，经济发展极不寻常，超预期突发
因素带来严重冲击。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观
大势、谋全局，提出“疫情要防住、经济
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明确要求，高效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持稳
字当头、稳中求进，中国经济攻坚克难、
企稳回升，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彰显出强大韧性和巨大潜力。

经济运行企稳回升

回眸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前
2个月开局良好，3月下旬受疫情反弹
和乌克兰危机等超预期因素冲击，下行
压力陡然增大；5月下旬以来，经济运
行持续企稳回升，积极因素不断增多。

进入6月以来，诸多经济指标回
升态势明显：重要经济先行指标——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回升

至50.2%，连续三个月收缩后重返扩
张区间；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2.1%，较
上月回升 2.8 个百分点，这是该指数
时隔三个月再次回到50%以上；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比5月份加
快 3.2 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由 5 月 份 下 降 6.7% 转 为 增 长
3.1%……

“面对异常复杂困难局面，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有效实施
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疫情反弹得到
有效控制，国民经济企稳回升。”国家统
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日前在国新办
发布会上说。

经济企稳回升态势来之不易。面
对风险挑战，宏观、微观、结构、科技、
改革开放、区域、社会等七大政策加快
落地，增量政策工具谋划推出，六方面
33项政策持续加力，全力稳住宏观经
济大盘。 （下转06版）

巩固回升态势 坚定发展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