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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进行时

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12月5日12时许，在海口美兰
机场免税店，即将飞往北京的海南居
民李洁，正忙着整理自己的“战利
品”——免税品，还不忘给手推车里
的大袋小袋拍照片，并发到朋友圈：

“今年第二次离岛免税购物，终于不
用再当‘看客’了！”

李洁口中的“看客”，是指“逛免
税，只能看，不能买”。因为按照之前
的海南离岛免税政策，海南居民每年
仅有1次离岛免税购物的机会，且限
额为8000元。而李洁今年初已经使

用过一次“离岛免税购物权”。
所以，之后几次到免税店，李洁只

能当个“看客”。“在免税店里纯逛纯
看，看到想买的、打折的，也不能再买
了。有时厚着脸皮让同行伙伴帮忙
买，但很多人跟我一样都买过了，或者
是限额不够用。”李洁笑道，每碰到这
种情况，她就郁闷得心痒痒。

而这次到免税店，李洁不当“看
客”，也不郁闷了。12月1日起，海南
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新政正式实施，对
岛内外居民旅客实行相同免税购物
政策。

“政策调整后，岛内居民离岛购

物同样适用全年免税限额3万元、不
限购买次数的政策，政策实施更加简
化，也更加公平。”省财政厅相关负责
人解释道。

李洁也由此成为海南离岛免税
政策调整后首批“享福获利”的本岛
居民之一。“一想到以后都不用再当

‘看客’，不用再经历‘只能看、不能
买’这种情况，心情真是太舒畅了！”
李洁笑道。

此次出差离岛，李洁目标明确。
“提前两个小时到机场逛免税店，把
自己之前看好的、想买的，还有折扣
优惠力度大的，都收了！”拍拍手推车

里的购物袋，李洁笑称：“能够自由舒
心‘买买买’，获得感、幸福感也‘加加
加’！”

不当“看客”，“幸福感”加倍的，
还有海南居民陈红。和李洁一样，她
今年已经在机场免税店购物一次了，

“这次本来没有在免税店购物的计
划，想着去广州再买。”近日，陈红说，
就在她以为这次又只能当个“看客”
时，销售人员告诉她“可以买”。

在当天去机场之前，陈红并不
知道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调
整的消息。而在政策调整前，“有时
候为了不浪费免税购物机会和额

度，不喜欢的也买。结果到了下次，
看到喜欢的、打折的也买不了。”陈
红说。

掂了掂手中的几袋“战利品”，她
忍不住拿出手机跟朋友分享：“这次
政策调整太好了！对岛内居民来说，
真是实实在在的福利！我要马上告
诉朋友们这个好消息。”

据悉，随着各项利好政策的逐步
落地，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将会惠及更多海
南居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更加
充实、更加丰盈。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

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新政让本岛居民“享福获利”

自由“买买买”幸福“加加加”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 （记者
叶媛媛）作为11月28日海口集体
开工的16个项目之一，海南华侨中
学观澜湖学校二期工程备受瞩目。
海南日报记者从学校了解到，该项
目计划于2019年12月竣工，预计
2020年秋季投入使用。

据悉，海南侨中观澜湖学校二
期项目位于观澜湖新城西侧，总建
筑面积约4.37万平方米，总投资3.5
亿元，主要建设一所涵盖36个教学
班的高级中学，包含教学楼、体育
馆、食堂、教师公寓、男女学生公寓、
400米田径场、游泳池、排球场、篮
球场及其他相关配套基础设施。

海南华侨中学观澜湖学校校长
许亚鹏表示，二期项目延续了该校
一期的设计风格，力求古典与现代
风格的结合，整个空间给人以开放、
宽容的气度。

“二期项目建成后将被用于高
中部独立校园，一方面有利于缓解
学校校舍的紧张程度，另一方面
学校可以继续扩大办学规模，提
升办学条件，为海口学子提供更
多优质学位。”许亚鹏介绍，该校二
期项目还将充分利用海口观澜湖旅
游度假区、巴萨海口观澜湖足球学
校和海口观澜湖国际高尔夫球场的
景观、文化等资源，让孩子们在更加
舒适的自然、人文环境中提升与成
长，塑造与培养积极、健康、阳光的
观澜学子。

海南侨中观澜湖学校二期
预计2020年秋季投入使用

提升办学条件
提供更多优质学位

本报八所 12 月 5日电 （记者
张惠宁）海南日报记者12月5日从
东方市政府获悉，我省正谋划在东
方新通用机场基础上，建设一个面
向东南亚的航空物流枢纽机场。
目前，东方新通用机场一期已接近
完工，计划3年让民航班机飞起来，
5年内在东方初步形成航空产业集
聚区。

东方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我
省现有的海口美兰机场、三亚凤凰机
场、博鳌机场，已将海南东部纳入航

空服务区，而岛西却是一片空白。但
在未来的3到5年，一个向西伸展的
菱形航空运输服务区，将覆盖海南岛
西部。

近年来，东方市迈开快速发展的
步伐，5年新修主次干道73.5公里，
随着西环动车站落地市区，20万新
移民相继涌入，东方城市框架随之拉
开，城市魅力日益凸显。

“在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背景下，海南
需要一个货运机场。东方机场将以

货运为主，兼顾通用航空业务和客
运业务。”该负责人说，机场的建设
仅仅是个开端，以此为基础着力培
育发展东方市的航空产业才是未来
的重点。

据了解，东方市计划在中信海
直东方新通用机场一期基础上，一
次性扩建面向东南亚的航空物流枢
纽机场。中信海直东方通用机场
位于东方市八所城区琼西路，过去
主要提供保障服务、应急救援、医
疗救助等。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

有限公司在八所镇那等村兴建新的
通用机场，一期占地244亩，将兴建
一条800米跑道，14个停机坪，计划
2019年1月竣工投产。东方航空运
输枢纽机场也将发展公务机服务、
航空器维修等通用航空业务，在东
方打造海南的通用航空主运营基
地。

“发展航空运输业，对于带动腹
地经济增速发展，促进当地产业转型
升级，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该负责
人表示。

以物流枢纽机场规划为抓手

东方着力培育发展航空产业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伍昭静）经济发展，电力
先行。一年来，在海南省委省政府、
南方电网公司的安排部署下，南方电
网海南电网公司持续实施提升电网供
电保障和抗灾能力三年行动计划、谋
划智能电网建设、发布客户服务十项
举措，加快提高供电可靠性，不断优化
电力营商环境。

“加快推动‘三年行动计划’落
地，以及智能电网示范省建设，推动
先进科技应用从试点走向成熟、从局
部走向全省，提高基础设施网络化智

能化水平。”海南电网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邓恩宏说，海南电网要以党建
为引领，各级党员要勇当先锋、做好
表率，提升供电服务保障能力，加快
满足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要求。

今年是海南电网公司实施电网
供电保障和抗灾能力三年行动计划
的攻坚之年，海南电网化压力为动
力，多个项目工程同时开工建设。下
半年，为进一步提升海南供电保障能
力，南方电网公司对海南电网2018
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进行了调整，从

年初计划的54.82亿元调增至70亿
元，创海南电网投资规模历史新高。

海南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支持电
网建设的力度前所未有，省人大常委
会首次对电网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行
专题询问；省政府印发《海南省市县发
展综合考核评价暂行办法及实施细
则》，将电网“三年行动计划”推动落实
情况、市县政府推动电网项目情况纳
入各市县政府2018年年度考核。

在政企双方共同努力下，截至
11 月底，海南电网累计完成项目
7988个，与去年同期完成的1438个

项目相比，增长455%，创造了月均
完成投资6.3亿的海南新速度。

同时，海南电网积极谋划探索建
设智能电网。今年5月，海南电网公
司迅速启动智能电网“十四五”及中
长期发展规划工作；6月25日，南方
电网公司与法国电力集团签署了博
鳌乐城智能电网与低碳智慧能源综
合示范区项目合作声明；11月 28
日，琼海市政府与海南电网公司签订
博鳌乐城智能电网与低碳智慧能源
综合示范区项目投资框架协议，标志
该项目正式落地。

今年以来海南电网月均完成投资6.3亿元

为海南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上接A01版
11月14日下午4时许，在大田镇零公里街

市，记者遇到一辆环卫车在收垃圾，沿街商户住户
主动将垃圾倒入车里，街边环卫工也将随时清扫
出的垃圾倒入车里，垃圾及时被清理，街道卫生环
境保持整洁干净。

据了解，“撤桶行动”在大田镇率先开展，如今
东方全市10个乡镇的镇街均已成功撤桶，取而代
之的是定时定点将垃圾即收即走的清运模式，街
道面貌焕然一新。

东方市爱卫办主任蒙勇介绍，东方市今年4
月起正式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PPP项目，将城区
和乡镇的环卫、园林、市容、城区沟河、海岸带等绿
化保洁业务，通过政府公开招投标形式，分别委托
给两家竞标成功的专业环保公司——锦江环卫和
桑德环卫来运营。

村巷小道有人扫
海岸河沟管起来

11月14日下午，在新龙镇那斗村，不时有环
卫工骑着电动保洁车穿巷而过。吴钟雄说，那斗
村有800多户3000多人，村里有小巷小道80多
条，过去只能保证主要村道和环村路的保洁，很难
照顾到小巷小弄。现在，那斗村每天有5名环卫
工从早到晚打扫卫生。

当天下午5时30分许，在大田镇马龙村，环
卫人员还在村角落里打扫。大田镇的卫生监督人
员吴桂玲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大田镇有170名保
洁员（包括环卫司机），都由村民担任，镇里设有两
名环卫监督员，负责到各个村检查卫生情况。吴桂
玲告诉记者，公司接管以后，环卫工待遇提高了，享
有“五险一金”，公司还配备电动环卫车，减轻环卫
工奔波之苦。虽然从早忙到晚，她们也愿意干。

东方市环卫局是城乡环卫一体化PPP项目的
实施业主，局长吴琼菊告诉记者，实施环卫一体化
改革以后，不仅解决了之前有些地方“不知道谁管”
和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的问题，而且两家企业至今共
投入了约6100万元购买更新环卫车辆、设备，城乡
环卫设备整体升级换代。“城区机扫率由改革前的
21.62%直升至71.56%，变化相当明显。”她说。

东方城区有四条大沟流过主城区，还有罗带
河和北黎河两条大河缓缓流过。过去河上的卫生
和水沟里的保洁不知该谁管，现在负责城区环卫
的锦江公司给两条大河分别配备1艘小船，由环
卫工每天巡回清理，四条大沟则每天由环卫工人
用专业化打捞工具保洁水面。

锦江公司东方项目负责人王申泽介绍说，他
们采取“机械为主，人工为辅”的作业模式，比如对
海岸沙滩的保洁，采用沙滩摩托车、沙滩清洁机进
行作业；每天有50个人的队伍专门负责城区鱼鳞
洲、海东方和罗带河入海口等海岸带的保洁。“有
时退潮后的海滩上会浮现很多垃圾，我们还会派
应急人员前去清理。”王申泽说。

引入第三方监督
完善考评体系

“东方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的显著特点是覆
盖范围广。”吴伟华说，城乡的公厕、园林绿化养护
等等，也都纳入企业管理，实现城乡环卫无盲点。

将城乡环境卫生工作推向市场后，东方市没
有“一放了之”，在实现“管干分离”的基础上，政府
部门切实履行监督管理责任。“东方市每天都派出
队伍对环卫作业进行督查考核，我们压力很大。”
王申泽说。

吴琼菊告诉记者，11月15日起，为了更专业
地进行监督工作，东方市正式引入第三方对城乡
两家环卫公司的作业标准进行监督考核。“城乡环
境卫生直接关乎居民幸福指数。”她说，东方将以
面貌一新的城乡环境卫生，努力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海南省文明城市和全省双拥模范城。

（本报八所12月5日电）

环卫治理市场化
城乡环境变“俏脸”

我省部署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专项
行动回头看工作

聚焦重点线索严查骗保行为
本报海口12月5日讯（记者原中倩 通讯员

黄剑 吉秋平）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开展打击
欺诈骗保专项行动回头看工作要求，12月5日下
午，我省召开全省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险基金专
项行动回头看工作部署会。

据了解，11月21日，省医疗保障局下发《关
于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监督检查
工作的通知》，联合省卫健委、省公安厅等相关单
位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
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是省医保局组建以来的
第一个专项行动，也是我省医保制度建立以来第
一次专门打击欺诈骗保行为的全省性专项行动。

据介绍，省专项行动回头看工作分四个阶段
进行，着重开展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聚焦重点
线索严查骗保行为。要查处一批大案要案，特别
是针对有组织的团伙欺诈骗保行为要严厉打
击。二是畅通举报投诉渠道。省医疗保障局和
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要设立“回头
看”举报投诉电话。专项行动期间专人负责，广
泛征求社会意见，及时收集各方线索，回应处理
各类问题。三是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
案件一经查实，要依法依规从严、从重、从快处
理。四是加强医保基金监管能力建设。

据悉，截至11月28日，我省已对280家定点
医疗机构展开检查，暂停医疗服务协议6家，约谈
整改5家。我省将加大巡查力度并结合智能监控
系统重点监控异常数据指标，及时发现线索，从源
头把控堵住漏洞，确保医保基金安全。

12月5日，顾客在三亚国际免税城选购商品。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新政“礼包”有效释放旅游购买力

岛民旅游消费水平再升级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三亚市民张云静是资深免税购
物“达人”，不少家庭用品都是通过海
南免税店购买的。以往，每年用完了
自己及家人的免税购物限额后，没有
更灵活便捷的方式购买优质商品，让
她颇为烦恼。

12月1日，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
物新政正式实施，年度免税购物限额
升级、品类增加等多项“政策礼包”引
起广泛关注。更令海南本地居民感到
惊喜的是，此次新政调整，实现了对岛
内外居民旅客无差别对待，多举措激
活海南高端消费潜力，成为一大亮点。

“以往海南本地居民每年离岛免
税购物限额仅有8000元，且每年仅
能购买一次，购买免税品时常需‘件
件计较’。如今，新政对岛内外居民
旅客实行相同免税购物政策，免税购
物限额增加至3万元，购买次数不
限，我们也能享受到新政福利了！”张
云静说。

旅游购物水平是体现高端消费
潜力的重要因素。自2011年海南
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落地实施以
来，经历了多次调整完善，不断刺激
旅游高端消费需求，有力带动了旅
游产业提质增效，免税购物也渐成
海南旅游的“金名片”。数据显示，
今年1月至10月，海南离岛免税销
售额近80亿元，同比增长23%。海
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实施至
今，海南离岛免税累计实现销售额
逾380亿元，超过1200万人次旅客
购买了免税品。

“随着海南居民消费水平不断

提升，到免税店‘打卡’购物不仅仅是
游客的必备行程，海南居民也逐渐成
为免税购物客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去年，三亚旅游购物发展迅速，进店
人数超560万人次，同比增长24%，
其中不乏海南本地消费者。”三亚国

际免税城销售部总监助理陈远柳说，
此次新政出台，为岛内外旅客提供了
更加灵活、便捷的购物体验，对游客、
海南居民实施相同的免税政策，将有
力刺激高端消费需求，全方位激活海
南高端消费市场。

“此次新政提出，海南岛内居民
将无差别享受离岛免税政策，在一定
程度上激发了海南高端消费的热情，
刺激岛内居民商务差旅、探亲访友时
的免税购物需求，在推动旅游消费水
平升级、旅游消费结构优化等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三亚学院旅游与酒
店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柴勇认为，海南
居民的消费得到保障和升级，将带动
旅游消费整体提档升级，助力社会服
务水平不断提升。

（本报三亚12月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