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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海南全面融入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大力支持省内重点口岸开
放建设，推动海口马村港区二期正式
获得国家批准扩大开放，海口海关驻
三沙办事处正式挂牌并对外开办业
务。推动海南加快提升互联互通水
平，支持海口美兰机场国际快件中心
正式运营。做好博鳌机场等监管服
务工作，成功保障海南先后开通“海

口-菲律宾”“海口-柬埔寨”等海运
外贸航线和38条空运航线。

主动服务海南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试点。坚持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提供“靶向”服务，批准区
内设立药品公共型保税仓库，运用
《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
录》为区内进口医疗设备办理减免税
手续，海关工作得到国务院督查组充

分肯定。支持海南会展产业发展，为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海天盛宴、雅航
盛世、大帆船赛等会展赛事提供高效
通关保障服务。

全力以赴推动国际旅游岛开放
政策。支持海南游艇产业先行先试，
推动海关总署将“差别化海关担保”
纳入署级课题，研究提出以“总担保+
第三方担保”模式降低游艇进境担保

成本，支持境外游艇临时进出省内8
个游艇游览景区，成功争取总署批准
拓展游艇保税仓库功能，试点仓内展
示和保养维护业务。推动离岛免税
政策效应放大，保障火车离岛旅客免
税购物模式顺利实施，成功培育“线
上购物、线下提货”新业态，支持美兰
机场免税店新增营业面积5500平方
米，完成海关监管系统升级改造。

3.6监管行邮物品3.6万件，增加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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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以来，海口海
关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在海关总署
和海南省委、省政府正确
领导下，坚持将海关工作
放在服务国家开放战略和
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
推动，紧紧围绕支持我省
发挥“生态立省、经济特
区、国际旅游岛”三大优
势，对照省第七次党代会
任务目标，坚持强化监管、
优化服务、深化改革，全面
履行好海关把关服务职
责，全力以赴助力海南构
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党建
荣获2016年度海南省直机关全

面从严治党工作责任考核一等奖。
在2017年省直机关绩效考核

中获评“优秀”等次。
总关（机关）、八所海关和三亚

海关顺利通过中央文明委“全国文
明单位”复查考核，洋浦经济开发区
海关和海口港海关成功获评海南省
文明单位，1名党员荣获“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和“第六届海南省道德模
范”荣誉称号。

改革
圆满完成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

任务，海南1500余家进出口企业可
享受“全国是一关 一关通天下”。

实现“通关时间压缩三分之一”
目标。

推动海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上线运作并实现口岸全覆盖。

完成跨境电子商务海关监管平
台建设，上线“互联网+海关”一体
化网上办事平台。

打私
在打击洋垃圾走私“蓝天”行动

中破获走私固体废物案3宗，现场
查扣废橡胶1021吨，查证走私废橡
胶4000余吨。

在海南省禁毒三年大会战中破
获各类毒品走私案21宗，查获各类
毒品近42公斤。

在邮递渠道破获走私大麻系列
案，打掉3个犯罪团伙，缴获大麻
31.9公斤。

破获涉枪、涉毒走私团伙案，查获
各类毒品9.6公斤，各类枪支26支。

法治
实现业务审批网与“海南省行

政审批系统”对接和数据互换，将
30%审批事项纳入海南省首批全流
程互联网“不见面审批”，驻省政务
服务中心审批办被评为海南省2017
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进单位。

服务
开展“大走访、大宣讲、优服务”

专项行动，出台进一步支持外贸发
展、促进海南对外开放20条措施。

驻三沙办事处正式挂牌并对外
开办业务，配合推动海口马村港扩
大开放通过国家验收，有力保障海
运、空运航线开通。

“靶向”服务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建设。

支持游艇产业先行先试，成功
获批拓展游艇保税仓库功能试点仓
内展示和保养维护。

扶贫
大力支持扶贫攻坚，海口海关

定点扶贫村顺利通过“全国文明村
镇”复检，1名干部被评为海南省

“优秀驻村第一书记”，在海南省扶
贫工作考核中获评“好”。

全方位推进海关通关改革。2017
年10月1日进出口全部实现通关一体
化，为全省1500余家外贸企业提供“全
国海关如一关”的通关便利。推动海南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正式上线运作并实
现口岸全覆盖，标准版货物报关日覆盖
率达到75%以上，超额完成本地区报关
业务量30%的覆盖目标。深入推进“放
管服”改革，海口海关驻省政务服务中心
审批办实现4个事项审批时限再提速
21%。落实对查验没有问题的外贸企业
免除吊装、移位、仓储等费用政策，全年
为符合条件的344家企业、763个进出口
集装箱免除费用。海口海关实现“通关
时间压缩三分之一”的目标，出口平均通
关时间居全国海关第5位。

全方位强化海关实际监管。主动
发挥海关风险情报信息监控中心作
用，实现全省海关监管场所、作业现场
监控全覆盖，年内成功通过风险布控
查获金属硅、游戏机主板、再生橡胶等

固体废物案件，有效封堵废物走私入
境通道。强化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推
荐4家企业入选海关“龙腾行动”重点
保护企业名录，首次联合海南省“双打
办”等部门举办“海南省外商投资企业
知识产权保护行动联合宣讲会”，与省
知识产权局、版权局签订执法协作备
忘录，年内成功查获关区首宗货运渠
道出口货物涉嫌侵犯知识产权情事，
大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全方位打击走私维护贸易秩序。
深入落实全国重点地区打击走私工作
座谈会精神和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
部署，全力开展“国门利剑2017”、全省
禁毒三年大会战“秋冬攻势”等专项行
动。年内先后成功侦办“HK1701”特大
走私宝石原石案件、“4·26”特大骗取出
口退税、骗取地方政府补贴走私案、枪
毒走私团伙案等大要案，提前超额完成
省“秋冬攻势”行动任务目标。全年各
项主要业务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支持海南用好用足国家重大开放政策

助力海南加快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
谋划好海关建言献策新作为。

全面落实省委“大研讨大行动”，集
中两个月时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大走访、大宣讲、优服务”专项行
动，海口海关关领导带队走访6个
重点市县、7家重点园区和46家重
点企业，收集问题建议 100 余条。
组织召开全省进出口企业座谈会，
出台进一步支持外贸发展、促进海
南对外开放20条措施，及时研究提
出支持海南扩大开放 5 项课题成

果。强化海关进出口统计分析，聚
焦离岛免税、离境退税以及我省重
点产业走势，全年向省委、省政府报
送《海关工作专报》100余篇。

发挥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新优
势。支持海南复制推广“保税展示交
易”“出境加工监管”“委内加工监管”
等13项自贸区海关监管创新制度，
成功争取总署批复海南开展的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间钻石通关试点延期
两年，全年监管钻石进境3109克拉、

货值1974万元。积极配合推进设立
海口美兰空港综合保税区。探索叠
加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政策和离岛免
税政策，推动海关特殊区域保税仓储
货物转为离岛免税商品。及时开发
上线跨境电商管理平台，支持海南依
托海口综保区正式启动跨境电商业
务，实现“双十一”“双十二”期间业务
平稳运行。

培育好全省外贸产业新亮点。
支持开展境外飞机进境维修业务，

优化“保税仓库+进境维修”的飞机
维修监管模式，全年监管进境维修
飞机9架、货值3.7亿美元。支持汽
车进出口业务加快发展，服务省内
汽车龙头企业打造“万台整车出口
菲律宾计划”，推动海口港整车进口
首次突破1000辆大关。支持洋浦
能源基地建设，全年洋浦口岸保税
监管场所保税油品进出仓总量值均
创新高。推动做大保税仓库成品油
转口贸易。

推动海南构建安全便利营商环境

海口海关
6个关键词

数说海口海关2017“成绩单”

5 出口通关时间位居全国第 5位，比

全国快 0.7小时，缩短 33.3%；进口通关时
间比全国快3.2小时，缩短39.2%

21.2实际减免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共

21.2亿元，增长 1.1倍

3275 监管进出口货运量 3275万吨，同比（下

同）增加5.3%。其中进口2535万吨，增加3.2%；出口
740万吨，增加13.3%

80.2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80.2亿元，

增长 32.0%；购物人数 233.4 万人次，增加
34.8%；购物件数 1050万件，增加41.8%

331立案侦办各类案件331宗，其中刑事

立案42宗，案值20.7亿元，分别增加40%、增长
6.1%；行政立案 289宗，案值8883.9万元，分别
增加8.2%、增长457.9% 8报关单无纸化率居全国海关第8位

21实现4个事项审批时限再提速21%
177.7 监管进出境旅客 177.7 万人次，增加

44.8%。其中飞机旅客 171.3万人次，增加56.7%

2 监管进出境运输工具 2 万艘（架）次，增加

30.7%。其中监管进出境飞机 1.5 万架次，增加
35.4%；监管进出境船舶5294艘次，增加 18.9%

本版策划、撰文 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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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海关开展打击洋垃圾走私“蓝天”行动，最大限度将有毒有害物品
阻截在国门之外。

海口海关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大走访、
大宣讲、优服务”专项行动。

2018海口海关马上就办、真抓实干

为建设美好新海南
作出海关新贡献

2018年海口海关工作的总体思路：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全
国海关关长会议和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
部署，树立新发展理念，践行“政治建关、改
革强关、依法把关、科技兴关、从严治关”建
设要求，以加强基础建设为抓手，全面强化
监管优化服务，推动海南进一步扩大开放；
全面深化改革，去繁就简，着力打造具有海
岛特色智慧琼关；全面从严治党，打造忠诚
干净担当的准军事化海关纪律部队，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努力开
创关区工作新局面，为建设美好新海南作出
新的贡献。

2018年工作重点

政治建关

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对照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海关事业
全过程，确保政治过硬、绝对忠诚，坚决维护习
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

改革强关

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扣紧海南“三大优
势”和“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区位优势，进一步
深化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放管服、“互联
网+海关”等重点改革，积极参与海南省全流
程互联网“不见面审批”改革，努力提升贸易
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支持海南重点政策、重点
园区及重点企业发展，为建设美好新海南贡
献海关力量。

依法把关

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深入落实总体国家
安全观，加强精准监管、顺势监管和后续监
管，持续保持打私高压态势，探索适合海岛
型地域特点的监管模式，提升海关海洋监
管能力，维护海南良好生态及南海主权安
全。

科技兴关

坚持理念创新，加强金关工程二期各项目
的推广应用，推广机检设备智能审图作业模式，
全面启动查验管理系统（二期）和移动查验单兵
系统，提高海关监管作业区信息化水平，切实增
强企业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从严治关

持续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
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纠正“四
风”、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批示精神，做到信念
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
硬，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以过硬
的作风扎实落实中央和总署党组、省委省政府
各项部署。

强化监管 优化服务 全面履责

海口海关助力海南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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