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 ■■■■■ ■■■■■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1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邮发代号：83-1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有雷阵雨 夜间 多云 风向风速 南到东南风3级 温度 最高32℃ 最低24℃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6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订阅热线：66810505 邮发代号：83-1

H A I N A N R I B A O

星期二 国内统一刊号CN46-0001 / 今日A叠4版
南海网 www.hinews.cn www.hndaily.com.cn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戊戌年三月十六 二十立夏 2018年5月

1950年5月7日创刊/ 海南日报社出版/ 第22485号 1

新华社北京4月30日电 在“五
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
班学员回信，向他们并向全国所有劳
动模范、向全国广大劳动者致以节日
的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指出，你们为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被
评为劳动模范，如今又在读书深造，这
是对大家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的褒奖，

也是党和国家对劳动者的关怀。
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

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希望你们
珍惜荣誉、努力学习，在各自岗位上继
续拼搏、再创佳绩，用你们的干劲、闯
劲、钻劲鼓舞更多的人，激励广大劳动
群众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习近平强调，劳动最光荣、劳动最
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全社
会都应该尊敬劳动模范、弘扬劳模精
神，让诚实劳动、勤勉工作蔚然成风。

让劳动模范有更多机会接受高
等教育，是党和国家对劳模群体的
关怀和厚爱。1992年，中国劳动关
系学院创办劳模本科班，学员主要
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和全国先进工作者。近
日，该校劳模本科班的全体学员给
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了学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体会，表达了当好主人翁、建功新
时代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

珍惜荣誉 努力学习 继续拼搏 再创佳绩
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本报海口4月30日讯（记者王玉洁）记者从省外
事侨务办公室获悉，近日外交部发来感谢信，向海南省
委、省政府对外交工作的大力支持以及海南省参与年
会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并祝海南省在建设经
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
的事业中取得更大成绩。

外交部在感谢信中提到，4月8日至11日，博鳌亚
洲论坛2018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习近平主席出
席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奥地利总统范德贝
伦、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蒙古国总理呼日勒苏赫、荷
兰首相吕特、巴基斯坦总理阿巴西、新加坡总理李显
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拉加德
以及数十位前政要、部长级官员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应
邀与会。与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会见外国领导人和国
际组织负责人，集体会见论坛理事，同中外企业家代表
座谈，并为与会嘉宾举行欢迎宴会。

信中说，本届年会是党的十九大和全国两会成功
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首个重大主场
外交活动，恰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和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30周年，国内外高度关注。年会以“开放创新
的亚洲 繁荣发展的世界”为主题，举办了60多场不同
形式的活动，集中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重大成
就，宣示了新时代中国发展战略走向，展示了我国和平
发展，开放创新的良好形象。

感谢信特别提到，本届年会规格高，活动多，时间
紧，任务重。作为东道主，海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
重视，积极组织协调省外侨办等部门及琼海市等各级
政府，在礼宾会务、政要接待、后勤安保、分论坛活动等
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为确保我国领导人与会及
年会各项活动的圆满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海
南省以实际行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外交外事为民”重
要指示精神，精心策划筹备国礼及国宴用品，高度浓缩
体现海南地方特色文化，得到与会外国政要一致好评。

外交部致信感谢海南
称赞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服务保障工作

本报海口4月30日讯（记者陈雪怡 特约记者邓
韶勇）根据农业部调整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的有关规定，
自5月1日12时起至8月16日12时，在北纬12度至

“闽粤海域交界线”的南海海域（含北部湾），除钓具外
的所有作业类型捕捞渔船、为捕捞渔船配套服务的捕
捞辅助船，以及定置作业均要休渔。

此外，内陆水域禁渔也在进行中。自3月1日零
时起至6月30日24时，在“两江一河”（南渡江、万泉
河、昌化江）的干流江（河）段，除休闲渔业、娱乐性垂钓
外，禁止所有捕捞作业。

为切实做好我省2018年海洋伏季休渔管理工作，
我省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将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强
化日常监督、突出监管重点等，确保做到“船进港、证集
中、网封存、人上岸”，确保休渔渔船全部按时进港休
渔。同时，我省还将充分利用休渔的有利时机，加快推
进渔船入库换证工作，组织渔具合规性、安全生产检
查，开展违规渔具专项清理整改、涉渔“三无”船舶专项
清理取缔、渔港内危险化学品专项排查整治，组织实施
增殖放流，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培训，提高广大
渔民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技能。

南海今起伏季休渔
历时三个半月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李强
朱晶 贾永存 张慧慧

4月13日晨7时，一艘希腊籍的
26万吨巨型油轮缓缓驶入洋浦港，
安全靠泊在原油码头上，然后通过钢
引桥上的管道，将产自中东阿曼的黑
色原油输入岸边一片塔罐林立的炼
化厂。这样的场景大约每半个月就
会上演一次，而最新一艘新加坡籍油
轮预计5月2日将到港。

这里是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
限公司（简称海南炼化），国内一流的千
万吨级新型智能炼化企业，其每年油品
产量的1/4就可以满足海南全省的成
品油市场需求，而这些成品油大多是

通过中国石化旗下另一家企业——中
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海南石油分公司
（简称海南石油）销往岛内各地。

在按营业收入排名的2017年海
南省百强企业名单上，海南炼化名列
第三，海南石油排名第九，双双入围前
10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石化旗
下的这两家琼字号兄弟公司，紧密合
作，大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为海南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也成为
海南发展腾飞不可或缺的“加油站”。

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
打造靓丽环保名片

走进海南炼化厂区，蓝天白云

下，巨大的炼塔和储油罐旁，一排排
木棉和棕椰傲然挺立，身穿淡蓝色厂
服的工人们穿梭其间，交织成一幅工
业与生态和谐共生的画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
境是海南发展的最大优势和生命线，
身处国际旅游岛，海南炼化的环保工
作牵动着全省的神经，在筹建之初就
确立了打造世界一流炼化企业的定
位，把安全环保生产作为立厂之基，
世界一流设计理念更成为其环保工
作的鲜明底色。

“作为一家新型炼化企业，海南
炼化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由中
国石化发挥集团化优势精心打造，从
设计施工，到投产运营，都始终秉承

绿色发展的理念，打造了一张靓丽的
环保名片。”海南炼化负责人说。

据介绍，该公司成立至今15年
来，未发生任何安全环保事故，持续
应用最新污染治理技术和最全面的
环保措施，直接用于环保设施的投资
已高达38亿元，确保了所有排放指
标均优于国家排放标准，达到清洁生
产先进水平。

行走在厂区宽阔的道路上，路面
上不见一块污渍；穿梭在庞大生产装
置间，空气中也没有异味。以烟囱烟
气排放为例，海南炼化没有像常规炼
化企业那样用煤炭作燃料，而是采用
天然气和脱硫后干气等清洁燃料，从
源头上控制了废气污染物的产生。

去年10月，海南炼化还成为全
国石化行业首批取得新版排污许可
证的企业之一。“新版排污许可证的
取得，标志着海南炼化环境监管开启
一证式管理时代，从以往的管结果转
变为管过程。”公司环保管理室主任
王泉说。

今年4月初，中国石化宣布正式
启动“绿色企业行动计划”，要将绿色
低碳打造成中国石化的核心竞争力，
而海南炼化则成为首批签署了绿色
企业创建承诺书的10家企业之一。

“2015年10月，海南石油近300
座加油站开始全面供应销售国五标准
油品，比国家计划提前了82天，实现了
氮氧化物大幅减排； 下转A02版▶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大力发展石化产业 勇担央企责任服务民生

中国石化：为美好新海南加油

快乐假期 轻松时光

本报海口4月30日讯（记者良
子）为进一步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经国务院批准，自2018年5
月1日起，在海南省实施59国人员
入境旅游免签政策。

为确保59国免签政策顺利实
施，根据入境免签政策的调整变化，
海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组织对

2010年颁布的《外国人免签证来琼
旅游团服务和管理办法》（第229号
政府令）进行了修订，更名为《免签
证来琼旅游外国人服务和管理办
法》（简称《办法》）并于2018年4月
20日予以公布，2018年5月1日起
施行。

重新修订的《办法》进一步完

善了行政机关及有关企业的管理
职责和要求，如明确了数据共享
的具体规定、机场企业的查验义
务、相关售票企业和单位实施实
名购票的制度，增加对免签外国
人租借船舶的管理规定等内容；
补充体现政府服务职能的条款，如
规定了政务服务的相关便利措施、

为免签外国人提供必要的翻译服
务等内容；删除了旅行社每日报送
免签游客行程的义务性条款、废止
纸质旅游团名单报表等。修订后，
《办法》的实际操作性和针对性进
一步提升，为开展免签来琼外国人
服务和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政
策依据。

为加强对 59 国人员全程服
务管理，省旅游委制定《加强免
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服务和管
理工作措施》，对旅行社、旅游饭
店、导游接待免签证来琼旅游外
国人提出具体工作要求，以旅行
社为抓手加强免签外国人的服务
管理工作。

今起59国人员来琼旅游入境免签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邵长春

从5月1日起，国务院批准的
在海南省实施59国人员入境旅游
免签政策将正式实施。我省航空业
界一致表示，此举不仅有助于吸引

更多国际游客赴海南旅游，提升海
南旅游品牌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也将促进海南民航业以及旅游业发
展，不断推动海南扩大开放。

民航交通是进出海南岛的主要
交通方式之一。不少在海南布局的

航空公司也开始考虑如何借政策东
风开拓新航线、加大国际航班密度、
吸引境外游客。

“59国人员入境免签政策是一
项含金量很高的政策，体现了海南进
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和态度，有

力助推海南开放大门越开越大。”采
访中，海南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
海南分公司有关负责人一致认为，
更加开放的海南将吸引更多国际游
客到海南旅游，这给航空公司带来了
新的发展机遇。 下转A04版▶

海航、南航抓住新机遇助力海南扩大开放

开拓国际航线 吸引更多游客本报三亚4月30日电 （记者
林诗婷）为全力落实59国人员入境
旅游免签政策，提升国际化水平，三
亚旅游、海防与口岸、公安、海关、边
检等各相关部门联动合作，推出一
系列精准服务及产品，多举措加大
政策宣传力度，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优化旅游环境，促进入境游发展。

三亚市公安局将助力外国人服
务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强化对免签证
来琼旅游的外国人实行联动服务和
管理；三亚海关、三亚边防检查等口
岸查验单位进一步优化通关环境，将
设立“59国人员入境海南旅游免签”
边检专用通道；三亚市海防与口岸局
增加口岸通关前置查验设备，调动航
空旅游企业等各方面力量，引导入
境游客办理通关查验手续；三亚市
旅游协会强化涉旅企业工作人员外
语培训，针对新增免签国家游客的风
俗习惯、饮食特点、旅游喜好等，积极
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和精品线路。

三亚多部门联动落实
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

本报海口4月30日讯 （记者
赵优）5月 1日起海南正式实施的
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我省
旅游业界已经“撸起袖子加油干”，
在对外促销、新增航线、提升产品、
加强培训等方面发力，吸引更多境

外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助力海南旅
游国际化水平的提升。

“入境签证手续是否便捷是影
响游客选择出境旅游目的地的一大
重要因素，新政策降低了境外旅客
来琼的门槛，外国人士进出海南更

加便利，这有助于海南旅游扩大国
际市场。”省旅游饭店业协会会长张
会发表示。

“免签政策将吸引更多境外游
客前来观光旅游，其先决条件是提
高海南可进入性。”省旅游委国际与

港澳台市场推广处处长王可告诉
记者，与海南地缘相近的香港国际
航线密集，59国中的绝大部分国
家已开通直达香港的航班，在我省
短时间内无法实现境外航线覆盖
的情况下， 下转A04版▶

我省旅游企业把握利好积极作为

多线发力提升海南旅游国际化水平

4月30日，参加三亚户外亲子活动的游客在草坪
上享受欢乐时光。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宏 摄(相关报道见A02版)

本报海口4月30日讯（记者良
子）经国务院批准，自2018年5月1
日起，在海南省实施59国人员入境
旅游免签政策，进一步支持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记者今天从省公
安厅了解到，《海南省外国人免签团
预申报系统》已于4月29日上线。

根据2018年5月1日起实施的
《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服务和管理
办法》，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由在
海南设立的旅行社负责接待，免签外
国人来琼24小时前，旅行社通过免
签外国人预申报信息系统对其来琼
情况进行预申报。我省收到预申报
信息后，对其进行预审查，审查通过的
人员方可免签入境。《海南省外国人免
签团预申报系统》上线，方便旅行社
对59国人员来琼旅游的预申报。

《海南省外国人免签团
预申报系统》上线

5月 1日零时40分许，
由韩国首尔仁川机场飞来的
7C8601号航班在三亚凤凰
国际机场平稳落地，141名韩
国游客享受到海南入境免签
新政，顺利通关入境。据悉，
这是海南59国人员入境旅
游免签政策实施以来，首个
抵琼的国际航班。
文/本报记者 林诗婷 周晓梦

图/本报记者 袁琛

享入境免签新政
首个旅游团抵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