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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委员

新视角两会

两会发现

住琼全国政协委员施耀忠
心系海南民生问题

做实惠民项目
补齐民生“短板”
■ 本报特派记者 罗霞

这一年多来，国人似乎对“马桶
盖”这个词儿挺“较真”。

3月7日上午，全国两会海南团开
放日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注册税务
师协会副会长郝如玉就现身说法，出
了“一道题”：“按理说，海南的离岛免
税额度经过两次调整已经到1.6万元
了，可为啥就是感觉买不到自己需要
的东西呢？

“手机能买到吗？家电？甚至马
桶盖呢？”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郝如玉讲的
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有几次从海
南飞回北京，飞机上，航空服务员就会
拿出免税单推荐商品。作为我国税制
专家，自然对免税的东西多了一分留
意。1月28日国家财政部把海南离岛
免税额度调整到了1.6万，可郝如玉觉

得，免税单子看来看去，除了花样繁多
的化妆品、饰品、办公包等之外，好像
对他有吸引力的东西就是“少了那么
一点点”。

事实上，郝如玉的感觉也代表了
不少购物消费者的感觉。“这就成为
一个问题了。我们海南为能拥有离
岛免税政策一直在奔走争取，从政策
落地到提升至8000元额度，再到1.6
万元额度，量值提升了，但品种的问
题还没有解决，享受免税政策的门槛
还不够放得开。”郝如玉给出了这样
一番解析。

我们绝不否认，国家给予海南的离
岛免税政策，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和进
出岛游客人数的增加带来了莫大的支撑
力。官方数据显示：海南离岛免税购物
新政从2月1日开始实施至3月1日的

一个月时间里，三亚国际免税城免税品
的销售额就达到8.9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20%，客单价6000多元，同比增长近
25%。CDF离岛免税网上商城销售也
是“一路高歌”，月成交额670万元。

然而在海南，一些免税店负责人
也私下倒过“苦水”，他们并不止一次
地通过不同渠道反映希望扩大免税品
种问题，而免税问题的决定权一直在
国家财政部等部委，国家财政部对离
岛免税商品的控制还是“蛮谨慎的”。

从去年“马桶盖”事件开始，人人
都在关注消费回流问题，李克强总理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不惜笔墨
讲到，“降低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增
设免税店。”

离岛免税属于国家税收优惠政策
的一种，体现的正是国家政策导向。

优化海南的离岛免税政策，实际就是
解决消费要对路的问题，就是供给侧
改革。有人想买，有消费需要，供给却
跟不上，需要解决。因而调整扩大免
税品种，改善实施操作细则，才能使我
们在开放政策引领下使消费回流得以
成功实现，不是吗？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免税额度不断提高，免税品种却跟不上需求

离岛免税政策如何引领消费回流
■ 本报特派记者 杜颖

问民生

从去年“马桶
盖”事件开始，人人
都在关注消费回流
问题，李克强总理
在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中也不惜笔
墨讲到，“降低部分
消费品进口关税，
增设免税店。”

调整扩大免
税品种，改善实施
操作细则，才能使
我们在开放政策
引领下使消费回
流得以成功实现，
不是吗？

两会影像
女性的身影活跃在全国两会，格外引人注目。全心投入工作、充满自信的她们，在这些独有的“她瞬间”中，都

展示着“半边天”的独特美。 本报特派记者 张杰 摄
两会“她瞬间”

住琼全国政协委员施耀忠去年两会
提交的11件提案件件关乎民生，今年提
交的6件提案也涉及不少民生话题。在
研究全国性民生问题的同时，施耀忠对
海南民生问题尤为关心。

“这些年来海南‘小财政’办‘大民
生’，成果丰硕，不过在医疗、交通等方面
还需加把力。”在今天接受海南日报记者
专访时，施耀忠剖析着一个个民生短板。

医疗是施耀忠关注的一大重要领
域。去年的全国两会上，施耀忠提交的
《关于破解我国“孤儿药”研发生产困境
的提案》得到全国政协的高度重视，最终
立案确定由国家卫计委、国家食药监总
局、工信部、人社部、民政部等5个承办单
位，分别进行答复办理。今年的全国两
会上，他提出，当前我国儿童用药存在超
量问题，破解儿童用药难、规范儿童用药
已经迫在眉睫。在二孩政策实施之际，
这一观点立刻受到广泛关注。

“这些用药问题在全国具有普遍性，
海南也不例外。”施耀忠认为，在医疗方
面，海南应进一步更好地解决大病救治
问题，“报销的起点能否降些，报销的比
例能否高些。”

施耀忠是民建海南省委主委、省社
会主义学院院长、省公路勘察设计院院
长，对交通问题非常关注。

“在海口、三亚等地，城市公交出行的
分担率比较低。”施耀忠举例说，海口公交
出行分担率约为25%，属于偏低水平，存
在的突出问题包括：线路覆盖有限，在不
少地方乘坐公交不方便；公交线路营运时
间不合理，比如不能满足夜间交通需求；
公交班次的密度不尽合理，在有些线路
中，很长时间等不来一趟公交车。

“公共交通是一种绿色出行方式，可
以直接缓解拥堵，在公共交通的体系建
设方面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施耀忠
说，在加大支持方面，涉及公共交通的
用地、公共交通的补贴、新线路开通的
补贴等。海口要通过优化调整公交线
网，提高公交财政投入，发展完善现有
公交系统，在可行的路段上建设大容量
的轨道交通、快速公交系统BRT等新型
公共交通模式，鼓励公交出行，提高公
交出行分担率。

“要尽快改变海口次干道及支路比
例偏低的问题。”施耀忠告诉记者，国家
道路级配标准主干道、次干道及支路比
例为1.0—1.2：1.2—1.4：3—4，海口市主
干道、次干道及支路比例不尽合理，次干
道特别是支路的比例明显偏低，造成不
需要进入主干道只需通过次干道和支路
的车辆挤到主干道，加剧了主干道的交
通压力。“海口市要全面推进次干道及支
路建设，优化全市的路网结构和布局。”

在停车设施建设和管理方面，施
耀忠提出，充分利用现有停车场，积极
引导其对外营业，提高社会资源利用
率。实现差异化的停车收费政策，适
当提高中心城区停车收费标准，控制
进入中心城区车辆。加快中心城区停
车设施规划建设，将其纳入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范畴，扶植停车场建设走产
业化道路。从严要求建设项目停车设
施建设，切实做到停车设施与主体工
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使用，确
保预留足够的停车空间。

“解决民生问题还需根据财力情况
循序渐进。”施耀忠希望，“十三五”期
间，海南在医疗、教育、交通、收入分配等
方面能迎来明显突破，切实改善民生。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2015年
海南全省民生支

出939.3亿元

同比增长13.9%
增速快于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3个
百分点，占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5.7%

民生账本

■ 本报特派记者 陈成智

“你坑两千，我罚你十万，如果你
再坑，我罚得更多，你敢欺客宰客，就
让你倾家荡产！”今天上午，海南省委
书记罗保铭代表，在回答中外记者提
问时出语铿锵，掷地有声。

截至今晚10时，记者做了关键词
搜索，包括人民日报客户端、网易新
闻、澎湃新闻、人民网、央广网、京华时
报等知名媒体，都第一时间报道了罗
保铭关于海南铁腕整治旅游市场的这
番表述。

记者梳理了2013年至2016年两
会海南代表团开放日所有问题后发
现：旅游发展、旅游市场整治、“一带一
路”战略、生态、改革、房地产、海洋权
益保护等，都是外界高度关注的问题。

从2013年到今年，一大批媒体聚
焦海南团开放日，老记们到底为什么
爱到海南团“找料”？

从提问看国家大局中
的海南定位

在中国经济这盘纷繁复杂的大棋

中，海南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其实，
有时候换一个思路，从中外媒体关注
点上看，或许答案会更明晰。

比如，2014年和2015年，分别有
记者问到关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以及“海南在‘一带一路’中的优
势和打算”这样的问题。

对此，海南团代表借助开放日这
一绝佳平台，向中外媒体阐述了海南
参与21世纪海上丝路建设的生态优
势、作为特区的体制机制优势、国际旅
游岛建设优势、地理优势、人文优势和
合作优势。

与此同时，杨洁篪等代表，也多次
明确释放了海南应抢抓“一带一路”建
设重大机遇的信号。

显然，从连续两年的追问来看，两
会上提及“一带一路”战略这样的热
词，老记们已然将海南列入其中。

再比如，“海洋”也是中外媒体提
问的高频词，包括三沙旅游的开发都
是记者们比较感兴趣的问题，今年也
不例外，海南团代表一次又一次地阐
明了我们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
省的立场，同时也透露了三沙旅游将
逐步开放的利好，回应了媒体关切。

“一带一路”战略支点，经略南海
的前沿，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中国
旅游开发“试验田”……这些角色定
位，恐怕才是媒体云集的理由。

从提问看国家部署中
的“海南作为”

改革，是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
热词，也是全国地方政府需要回答的

考题。
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

早年曾经有过“一脚油门踩到底”的畅
快改革体验，新时期计将安出？

2014年两会，有记者提问“海南如
何推进改革，目前改革面临的最大困难
和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罗保铭代表
透露了包括进一步下放审批权力，打破
条块分割、行政区划的壁垒，将海南作
为一个整体来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对
海南的岸线、森林、岛礁、水资源等合理
统筹，有序、适度开发利用等。

事实上，罗保铭透露的这些改革
举措，昭示着“一张蓝图干到底”的改
革实践全面展开。在今年两会上，“多
规合一”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今天上午，刘赐贵代表回答记者
问题时透露：目前海南“多规合一”试
点工作已基本完成。他自信地告诉中
外媒体：在实施“多规合一”过程中，海
南也取得了四个方面成效：一是各类
重叠用地在“多规合一”中得到合理调
整；二是生态底线在“多规合一”中得
到落实；三是进一步理清新的经济增
长点，确定12个重点产业；四是促使
海南最大限度简化了行政审批事项。

2015年两会，有媒体问到了海南
高铁如何融入全国高铁建设问题，当
年年底，海南环岛高铁全线贯通，这也
是世界上第一条环岛高铁，海南成为
彰显中国高铁发展成就的一个生动的
缩影。也使得中国高铁走向世界多了
一个热带地区高铁的“海南实践”。

在国家部署中日益彰显“海南作
为”，恐怕是海南赢得中外媒体青睐的
第二个理由。

从提问看破解难题中
的“海南探索”

“天价鱼”“天价学区房”“天价医
院挂号”等事件，成为本次两会代表委
员集中火力猛轰的顽疾。

媒体人从来不会错过热点。但，
海南团代表近年来，在应对这类热点
问题时，有了更多的自信。

“你坑两千，我罚你十万，如果你再
坑，我罚得更多，你敢欺客宰客，就让你
倾家荡产！”这绝非省委书记嘴上说说
而已。事实上，海南已经这么干了。

今年1月下旬，海南省旅游委公
布了第十二批旅游市场秩序的违法违
规企业和个人名单，其中，三亚鑫福园
胖姐海鲜餐馆因侵害消费者权益商业
贿赂，榜上有名，责令改正，被罚款20
万元，吊销营业执照。不仅如此，去年
10月事发后，这家餐馆有5人被刑事
拘留。

事实上，2012年以来，海南深刻
汲取三亚“海鲜宰客”事件教训，以“闻
过则改”“开门迎谏”的胸怀，吸取多方
意见，在海鲜排档监管上出台了一系
列近乎严苛的管理政策，并逐步向热
带水果售卖店延伸。

作为正在建设中的国际旅游岛，
作为中国全域旅游试点创建省，在打
造健康规范有序的旅游综合环境上，
铁腕治旅的“海南模式”正在生成。

不仅让无良商家付出经济损失的
代价，还要让违法者付出承担刑事责
任的代价。绝不让一位游客在海南被
坑了以后“睁眼瞎”！这就是海南省

委、省政府对全世界的承诺。
当北方地区多个省区市遭受雾霾

侵袭时，海南如何守住这片净土？
2014年，有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罗保
铭代表。

罗保铭告诉中外记者：建设生态
文明，是人类对发展的追求，也是人们
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一个重要指标。
生态是海南发展的核心利益、核心竞
争力，目前海南的生态环境保持一流，
我们必须特别珍惜，呵护好海南的生
态环境，要朝着低排放、低能耗、高附
加值的项目和产业发展。

今年的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披
露：海南始终坚持生态底线思维，坚决
不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项目，否决
29个不符合生态（要求）的项目。而
与此同时，马云、马化腾、雷军等大佬
的身影，频频出现在海南。

在经济发展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
海南的大气水体等始终保持全国一流，
这是海南给中外记者的最好答卷。

从开放日上老记这些问题和海南
团代表的回应中，我们能真切地感受
到海南在全国大局中的地位越来越凸
显，在落实国家部署中海南扛起了应
有的担当，在应对热点治理问题中海
南的探索独具样本价值。

这，应该就是海南团开放日备受
中外媒体青睐的原因所在。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从2013年到2016年，一大批媒体聚焦海南团开放日——

中外媒体缘何爱到海南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