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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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2018年海南冬交会

全省侨务工作座谈会召开
吸引侨务资源助力海南自贸区建设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林蓁蓁）全省华侨事务工作座谈会12月6日在海口
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
论述和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
省委书记刘赐贵在海南省引进外资工作会议上的
要求，深刻认识侨务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多层次多
角度掌握了解我省侨务工作的发展情况和薄弱环
节，开创新形势下全省统一战线侨务工作新局面。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肖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通报了机构改革及全省侨务工作情况，与

会人员就统一战线侨务工作助力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就企业发展现
状、改善侨资企业营商环境提出建议，还就归侨侨
眷生活现状及需要重点关注民生等问题进行发言。

肖杰指出，海南是全国重点侨乡，有丰富的侨务
资源。他要求各级统战部侨务部门和侨务工作人员
要深刻学习领会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
彻落实省委部署，坚定自信，摸清侨务资源，当好海
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
家；要在机构改革后的大统战格局下打好“侨牌”，增
强做好侨务工作的本领，深度挖掘侨务资源，扩大侨
务“朋友圈”，共同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吸引丰富的
侨务资源助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重点市县统战部、外侨办相关人员参会，侨资
企业代表、侨属侨眷代表、涉侨有关单位代表等列
席会议。

省检察院邀人大代表
视察调研检察工作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朱璇）12月5日下午，省检察院邀请部分省人大
代表和市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走进海口市秀英区检
察院和永兴检察室，视察调研检察工作。

视察活动中，25名受邀代表来到永兴检察
室，观看了检察干警无人机侦查演示及案例展板，
详细了解检察机关生态检察和公益诉讼工作。随
后省检察院与代表们在秀英区检察院举行座谈
会，面对面倾听代表对进一步做好检察工作的意
见建议。座谈中，与会代表畅所欲言，评价海南检
察工作“思路新、成绩实、亮点多”“科学化、精细
化、职能化”，同时大家还提出探索“检察+医疗+
健康”模式、推进法治进校园等意见建议。

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路志强出席活
动。他表示，省检察院将认真梳理、研究和吸纳
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认真抓好人大代表意见建
议的落实，抓好服务保障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
特色自贸港建设各项工作，继续加强公益诉讼工
作，聚焦主责主业，强化法律监督，持续深化司法
体制改革，切实加强队伍建设，不辜负代表和人
民群众的期望。

我省农企组团参加绿博会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傅人意）海南日
报记者12月6日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我省36家
农企将组团亮相12月7日至9日在厦门举办的第
十九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暨第十二届中国国际
有机食品博览会。

海南展区分为绿色农产品展馆和有机农产品
展馆，分别位于C4和C2馆，面积分别为270平方
米和72平方米。展馆设计上融入了海南特色，色
彩以绿色为主，突出椰风海韵的滨海风格。

海南展区参展的36家企业中，无公害农产品
企业4家，绿色食品企业19家，有机农产品企业7
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企业4家，海南省名牌农产品
企业2家。参展的主要农产品有：椰子汁、茶叶、
热带水果、文昌鸡、蜂蜜、牛大力等。

据悉，本次博览会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主办，展览面积 3.7 万平方米，预设标准展位
1500个。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2月5日12时-12月6日1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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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金
昌波 通讯员薛欧）营造一流营商环
境 ，省司法行政系统如何出招发
力？今年以来，省司法厅以机构改革
为抓手，推动司法行政全面改革创新
发展，为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
自贸港建设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省司法厅紧紧围绕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
文件精神，主动对标任务清单，细化
分解出93项具体措施，强化督查督
办。积极推动司法部下发《关于海南
省自贸区（港）建设有关事项的批
复》，全力推进设立高水平国际化律

师事务所和司法鉴定机构、建立海南
律师公证学院等8项改革事项落地
生效；挂牌成立海南国际仲裁院，设
立海事仲裁中心、金融仲裁中心，为
推进海上经济贸易、建设区域乃至国
际金融中心提供法制保障；组建海南
省第一家合作制公证处——海口市
南海公证处，推动涉外法律服务建
设；紧扣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
自贸港建设需要，将知识产权、国际
贸易、招商引资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纳
入宣传内容，推进法律知识进机关、
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

在法律服务方面，省司法厅以人

民需求为导向，打造立体式法律服务
体系。大力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实体、
热线、网络三大平台建设，已建成10
个市县（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220
个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3675个村
居委员公共法律服务联络点。正式
运行“12348海南法网”，组织法律援
助、人民调解、司法鉴定等团队在线
实时提供多样化法律服务；全面推进
村（居）法律顾问配备工作，打造“法
援惠民生·助力农民工”“法援惠民
生·关爱残疾人”等法律援助品牌，为
群众提供更加及时精准普惠优质的
公共法律服务。目前，已为全省

2511个村（居）聘请法律顾问，在13
个市县实现全覆盖，共办理法律援助
案件7902件，援助7947人次，帮助
困难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82亿元。

在深化“放管服”改革方面，省司
法厅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全系统“放管
服”改革工作，着力推进“互联网不见
面审批工作”，统一全省司法行政事
项标准，实现审批服务标准化。同
时，全面启动烦扰群众的“奇葩”证
明、重复证明等无谓证明的清理工
作，强化对窗口单位的督查，严查对
群众“生冷硬、推脱绕”等情况，切实
打通法律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打造立体式法律服务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省司法厅：为自贸试验区建设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我省安排综合财力补助资金

为重点项目建设
提供财政保障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周晓
梦 通讯员刘麟鑫）海南日报记者12
月6日从省财政厅获悉，按照集中财
力办大事的原则，2018年综合财力补
助资金主要安排用于省本级和海口、
三亚、儋州以及琼海的重点项目建设。

根据相关规定，补助资金主要
用于“五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
境保护、支持海南经济结构转型、中
央商务区和人才引进等。

我省明确要求相关市县在
2019年5月底前将资金使用情况
报省财政厅备案，对未按规定完成
支出的，在安排下年度补助资金项
目时作为扣减因素考虑。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傅
人意）2018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
产品冬季交易会（以下简称冬交会）新
闻发布会12月6日在海口举行。海
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冬交会将于
12月12日至16日举行。

今年冬交会主题是“铸质量树品
牌，强产业兴乡村”；宗旨是“展示发展
成果、加强交流合作、促进商贸流通”；

原则是“创新、开放、绿色、节俭、高效”。
冬交会场地面积达 8.5 万平方

米，为历年之最。展馆设置方面，共设
36个展馆（区），其中室内展馆（区）31
个，室外展区5个。包括海南热带农
业发展30周年成就展区、热带农业品
牌展区、“一带一路”国际馆、全国供销
合作社展区、农垦展区、琼台农业合作
展区、全国品牌农业展区、海南共享农

庄展区、农业新产品新技术展区、市县
农业产业及产业扶贫展区、林业展区、
海洋渔业展区、农业装备展区、美食街
及品牌宣传街等。

招商招展方面，展位供不应求，预
计将有近2000家企业参会参展，产品
近2000种。省农业农村厅邀请俄罗
斯、蒙古国企业代表，省外办邀请保加
利亚、斯里兰卡客商，省贸促会邀请“一

带一路”34个国家客商代表参会等。
截至12月1日，省共落实各种农产品
合同订单407份，金额105.3亿元；意
向订单579份，金额90.8亿元；完成项
目招商签约投资金额300亿元。

为助力我省打赢脱贫攻坚战，冬
交会现场还将设18个市县消费扶贫
展销区，面积达1500平方米，用于展
销贫困户农产品，并将开展全省消费

扶贫大集市活动等。
冬交会期间，我省将组织举办15

项重点活动。其中组委会主办的活动
有8项，市县或企业举办的活动有7项。

据悉，2018年冬交会是由农业农
村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华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海南省政府共同
主办的全国唯一的热带农业展会。目
前，冬交会已连续成功举办了20届。

2018年冬交会本月12日至16日举行
已完成项目招商签约投资额300亿元，近2000家企业将参会参展

本报海口12月6日讯（记者赵
优）紧抓海南建设自贸试验区和中国
特色自贸港的重大机遇，按照省委、
省政府百日大招商（项目）活动部署，
今年以来，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凭借立言立行的干劲，在项目招商和
落户工作中取得明显成效。

截至目前，在旅游产业方面，已
有7家境内外大型企业总部、文旅总
部或区域总部在海南注册落户。已
与海南方面签订合作协议的企业11
家，在谈的具体项目12个。

“我们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
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安排，对标
一流、对标国际，加大旅游综合体、主
题公园及中高端旅游、文化产品的供
给，形成一批符合国内外游客需求的
高品质、高层次、高水平旅游文化体育

消费产品，全面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助
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厅长孙颖表示。

在今年的百日大招商（项目）活
动中，该厅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在
招商对象上，始终瞄准世界500强、
全球行业领军企业和知名品牌企业，
将旅游企业细分为综合旅游类、主题
公园类、邮轮旅游类、酒店类、运营公
司类，从各类型公司中梳理出排名靠
前的企业，列入招商方案。在招商地
域上，重点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等世界500强、行业领军企业和知
名品牌企业集中的地区，通过前期的
广泛接洽，逐步将重点转移到有意向
在海南设立总部、区域总部和投资项
目的企业上。针对文体产业，主动接
触文化产业发达地区的企业，希望实

现向海南的产业转移，并与海口文化
产业园、海南生态软件园等园区一起
对接行业龙头企业及世界500强企
业，推动项目“板上钉钉”。

为加快推进项目落地，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紧密跟踪各项目，高
密度对接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
积极协调各级各有关单位，为企业项
目审批、登记注册开辟“绿色通道”。

今年8月8日，我省旅游部门与
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一周后，融创文化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就在海口注册。同一
天，海南长隆投资有限公司也完成注
册登记。

此前，为促成长隆海南项目落
地，该厅相关负责人多次率队赴广东
拜访长隆集团决策层，当面倾听企业

诉求。并积极协调我省各有关方面，
在合理范围内为企业争取最大化优
惠政策，为项目融资问题多方奔走，
同时联合省直有关部门及乐东县委、
县政府，与长隆集团开展密集洽谈。
得益于极简审批，8月15日，海南长
隆投资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早上飞
到海口，当天上午就完成了公司注册
登记。

“长隆会以国际标准建设、管理、
运营海南长隆项目，全力把海南长隆
打造成高品质的世界滨海旅游目的
地，为提升海南的国际影响力、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贡献力量。”海南长隆投资
有限公司总裁苏展鹏表示。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也在努
力打造更具活力的旅游体制机制、拓展

更加开放的旅游发展局面，不仅使海南
成为大型旅游企业的“必争之地”，也
让海南吸引了国际旅游集团的目光。

伦敦当地时间7月13日，我省旅
游部门与全球知名旅游集团托迈酷
客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11月5日，
我省首家中外合资旅行社——三亚
托迈酷客旅行社正式揭牌成立。而
我省第二家中外合资旅行社也即将
落地——11月21日，海南高丽假期
国际旅行社与韩国模德旅游集团签
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在海南设立
合资旅行社。

据了解，为加强重大招商项目统
筹工作，该厅正在制定对市县报送的
重大旅游、文化、体育招商项目产业
符合性审查工作流程，建立重大招商
项目依法依规、科学有效审核机制。

精准发力开展项目招商，多措并举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省旅文厅：“保姆式”服务促项目落户

12月5日，航拍位于海口江
东新区的椰海大道延长线项目。

据了解，椰海大道延长线西
起琼山大道（海瑞大桥东岸），向
东北至白驹大道，道路全长约
2744米，按照城市主干道路设
计，设计行车速度为60公里/小
时。项目总投资2.1亿元，2017
年5月开始动工，目前项目建设
加快推进。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冬交会哪些展馆活动最“吸睛”？
本报海口 12 月 6 日讯

（记者傅人意）2018年冬交会
亮点纷呈，哪些展馆活动最

“吸睛”？海南日报记者12月
6日从2018年冬交会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本届冬交会将首
次举办以海南自贸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乡村振
兴战略为主题的论坛，“一带
一路”馆参展展品约 400 余
种，海南农垦馆将展示数百种
特色优质产品，为市民游客带
来一场海南农垦品牌嘉年华。

主题峰会聚焦自贸区建设

为突出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
特色自贸港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主题，冬交会组委会将举办
2018国家战略与热带农业峰会、乡
村振兴与美丽乡村博鳌国际峰会，
两大峰会设有主论坛和分论坛。

其中，2018国家战略与热带农业
峰会参会人员规模将超300人，30多
位专家学者将做主题报告和演讲。组
委会邀请王洁实、于文华等12位文艺
名人，叶乔波等10位体育冠军，32位
书画艺术家作为美丽乡村公益明星。

18个区域品牌农产品亮相

本届冬交会上，海南名企名品将
集中亮相，共有18个市县推荐18个
区域品牌农产品参展，产品均是最能
体现海南热带地域特色、代表海南农
业品牌特征的精品。

本届冬交会还首次设计大型品
牌推介活动—海南农产品品牌大赛，
实行“以赛带展”的模式。在冬交会
广场设置农产品品牌街，集中展示海
南省级农产品公用品牌产品和各市
县优质品牌农产品，评选并发布10个
海南农产品品牌。

“一带一路”国际馆“农”味浓

“一带一路”国际馆招展工作目前
已经完成，共有48个国家和地区的
365家企业申请报名参展，覆盖了五
大洲主要国家。经审查挑选，34个国
家138家企业参展，同时邀请20余家
国内外政府机构和商协会前来参观、
洽谈、采购。

展馆今年着重突出冬交会的“农”
字特点，参展展品约400余种，包括蓝
莓、树莓、茶叶、乳制品、海产品以及咖
啡、燕窝、红酒、饼干、橡胶制品、羊绒
制品等特色食品和加工农产品。

数百种优质产品邀您尝

海南农垦馆是本届冬交会B馆最
大的特装馆，展馆加入了高新技术的
应用和互动、增设了兄弟垦区专区和
扶贫专区等。现场除了将展示数百
种特色优质产品，还汇集新品推介、
美食试吃等一系列现场体验活动。

此外，今年我省供销展区共设有
7个特装展区和98个标准展位，并首
次开设扶贫农产品展销专区。目前
省供销社已组织确定全国22个省区
市贫困市县组织参展，利用供销电子
商务平台实现线下展示、线上交易。

海南日报新媒体“创意工坊”获中国
报业融合发展优秀案例奖

为我省报业唯一获奖融媒体项目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李文粹）
第五届中国报业新媒体大会12月6日在浙江瑞
安召开。海南日报新媒体“创意工坊”融媒体项目
荣获“2018年度中国报业融合发展优秀案例奖”，
成为海南区域报业唯一获奖的融媒体项目。

从今年1月开始，海南日报新媒体在以往探索
和实践基础上，组建了虚拟团队“创意工坊”。1月
25日，“创意工坊”推出了处女作——创意手绘H5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随后，“创意工坊”在博鳌
亚洲论坛年会等一系列重大报道中集中发力，制
作的《“海南号”时空穿梭机》《学习口袋书——海
南新的重大历史使命和战略定位读本》等作品，均
收获了阅读量10万+的成绩。其中，H5《一位滞留
海口女游客的24小时“朋友圈”》和《“海南号”时空
穿梭机》，阅读量超过了50万人次。

海南日报“创意工坊”还持续打造了一大批融
媒体产品，涉及59国人员来琼免签入境、海南设
立海口江东新区、海南实施小汽车总量限制、海南
实施百万人才引进战略等。

海口加快推进
椰海大道延长线项目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