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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晓梦
通讯员 孙秀英 周文漪

近日印发的《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
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备受关
注。如何从环境保护角度解读《规划》？
目前我省机动车辆尾气排放对大气环境

的影响几何？《规划》实施后将给海南生
态环境带来何种影响？对此，省生态环
境厅有关负责人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推动清洁能源汽车在海南落地
生根，是治理大气污染的重要举措。把
机动车尾气管住了，海南的天会更蓝。

“结合近两年我省经济发展、机动车

保有量、人口变化等因素，初步测算我省
环境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来源于机
动车尾气的占比在35%以上。”省生态环
境厅大气环境管理处有关负责人介绍，
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会和挥发性有机
物在光照条件下产生臭氧，导致环境空
气中臭氧浓度升高，对我省环境空气产
生污染。

据介绍，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不断
增加，受机动车尾气中含有颗粒物、氮

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等影响，机动
车污染问题逐步凸显。不久前，北京、
上海、深圳等城市完成了新一轮的环
境空气污染物来源解析的研究工作，
北京市细颗粒物（PM2.5）来自机动车
尾 气 的 占 比 高 达 45% ，上 海 市 为
29.2%，深圳市为 52.1%。因此，减少
机动车尾气污染，可为大气环境减轻

“负担”。
该负责人表示，传统燃油车依赖化

石能源，使用过程中会排放一氧化碳、二
氧化碳、氮氧化物、颗粒物等污染物。且
机动车流动性强、监管难度大，超载超限
和超标排放问题突出，大气污染物排放
量大，已经成为我省主要污染源之一，影
响我省环境空气质量的进一步改善。清
洁能源汽车能实现使用过程中的排气污
染零排放，能有效减少颗粒物、氮氧化
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污染物排放，
降低尾气排放对环境的污染。

随着《规划》出台，生态环境部门将
着重开展哪些工作助力清洁能源汽车

“上路”？“今年3月1日起，由生态环境部
门组织起草的《海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开始实施，该条例明确要加快充电桩
等清洁能源汽车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为推广清洁能源汽车提供了法律保障。”
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人说，生态环境
部门还制定了实施国Ⅵ标准车用汽柴油
方案和国家第六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方
案，实施时间与国家对重点地区的要求
一致。并将继续推进全省老旧柴油车提
前淘汰和中重型老旧柴油车污染治理工
作；组织制定全省机动车遥感监测点位
选址规划，规划建设遥感设备50套等，
以切实落实清洁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和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

（本报海口3月17日讯）

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人解读《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

管住汽车尾气 让海南的天更蓝

开放海南逐梦奔跑◀上接A01版
现在进展如何，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海南代表团团组开放活动上，俄通
社-塔斯社记者的第一个提问，就充
分反映了国内外想要进一步了解海南
的愿望。

省委书记刘赐贵在回答记者提问
时，用了八个字概括——“蹄疾步稳，开
局良好”。他表示，近一年来，全省上下
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
行“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总
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
精神，凝心聚力、谋定而动、蹄疾步稳，
以“一天当三天用”的干劲，加快建设全
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探索建设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
坚持“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理念，
对外开放持续扩大，经济结构不断优
化，发展质量明显提升，市场主体迅速
增长，各类人才纷至沓来，并不断取得
制度创新成果。

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的本
质和最大特色是开放，自由贸易港更是
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扩大开
放，是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的题中应
有之义。

面对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海南以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为总抓手，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工作得到加
快推进。

“中央统筹、部门支持、省抓落实”的
工作机制得到建立，逐步形成了“1+N”
政策体系。中央明确的第一批11个配
套方案，7个方案已经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审议通过，其中5个方案已印
发实施。

已发布的《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总体方案》，在多个方面给予海南政
策支持。“海南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实施
顺利。”商务部部长钟山近日回答中外记
者提问时表示。

被中央赋予重大历史使命的海南
自贸区，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央及各
部委的积极支持，一项项利好政策
接踵而至，推动着海南开放发展。
公安部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在海南
实施 59 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
文化和旅游部同意将外资在海南试
点设立经营演出经纪机构和演出场
所经营单位审批权下放海南；财政
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决定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进一步放宽海南离
岛免税政策……

按照“明、短、快”的原则，海南主
动谋划实施12个先导性项目。其中，
海口江东新区、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
商务区规划编制和基础设施建设取得
重要进展；海南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今
年1月 1日上线运行；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国家标准版覆盖海空港口岸并
拓展至海关特殊监管区，海南升级版
启动建设；成功举办首届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提升大数据中心功能，初步建
立人流、物流、资金流进出岛有效管控
的技术框架。

在搭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
“四梁八柱”中，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陆续推出、落地，海南开放发展更具
张力。

发展开放型经济
推动现代服务业高度开放，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海南离岛免税购物越来越方便，

吸引力更大了。”近日，海南居民郭茜在
海口免税店内，购买了数千元的化妆品
等商品后，对离岛免税购物赞不绝口。

去年以来，海南离岛免税政策调整，
海口、博鳌两家免税店开业，为海南旅游
业提供了新的消费增长点。据统计，去
年，海南旅游总人数和收入同比分别增
长11.8%和14.5%，免税品销售额同比增
长26%。

习总书记强调，“海南发展不能以转
口贸易和加工制造为重点，而要以发展
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
导”。海南产业基础薄弱，实现更好的发
展，需要海南瞄准国际标准，下大气力调
优结构，在发展旅游、互联网、医疗健康、
金融、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
先行先试。

要从增添新动能中，向开放要潜
力——

海南大力推动现代服务业高度开
放，在多方面探索先行先试。入境旅游
免签放宽到59个国家，停留时间延长至
30天，由团队免签放宽为个人免签。国
际航线增至74条。深化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试点，确定并抓紧落实107项试点
任务。离岛免税政策效应进一步放大。

医疗健康、会展、现代物流业等产业
实现较快发展。创新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运营模式，“国九条”优惠政
策逐步实质性落地，临床急需进口少量
药品和医疗器械审批权下放我省；“超级
医院”已有17个顶尖学科团队入驻，创
造了多项全国第一。依托海南独特优
势，重点培育南繁育种、深海科技、航天
科技三大高新技术产业。

要从补齐短板中，向开放要动
力——

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海南，市
场主体少、规模小、实力弱，龙头企业
缺乏，要补齐这一短板，招商引资是关
键。

2018年 5月 20日，海南正式启动
百日大招商（项目）活动。截至去年年
底，全省签约项目230个，注册项目公
司 106 家，其中，世界 500 强企业 27
家，中国旅游集团总部落户海南，30
家企业被认定为总部企业，项目落地
率和含金量明显提高。招商局集团、
中远海运集团、安永、普华永道、阿里
巴巴、腾讯、京东……一大批国内外知
名企业抢抓机遇投资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最短的短
板、最紧缺的资源是人才。海南出台了
《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
年）》，并配套实施相关政策措施。截至
目前，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海南已经引

进各类人才4.2万人。
要从优化营商环境中，向开放要活

力——
营商环境事关海南自贸区建设大

局，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
设。对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
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简化企业“走出去”
流程，全程网上申报审批、3个工作日办
结。口岸建设和服务水平提高，整体通
关时间压缩三分之一。

《海南省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
（2018-2019年）》出台，从11个方面提
出了40项改革措施。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极简审批”做法入选国务院优
化营商环境典型经验。

各项举措，从不同角度发力，服务着
海南开放型经济发展。

深化对外交往与合作
打造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

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

去年海南省与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
省签署正式结好协议后，现场见证协议
签署的保加利亚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张长青和海南“约定”加强农业合作。

张长青看重这一“约定”。在2018
年冬交会上，他带着保加利亚“三宝”中
的“两宝”（玫瑰油和红酒）赴约。与他同
来参会的，还有“一带一路”沿线34个国
家的客商代表。

“我们非常希望在‘一带一路’倡议
背景下，在海南与保加利亚之间搭建起
合作的桥梁。”张长青说。

深化对外交往与合作，打造我国面

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
户，是海南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
区的重要职责。

海南放大博鳌亚洲论坛效应，建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教育、农业、
旅游交流平台；利用2018“一带一路”媒
体合作论坛、冬交会等平台，开展对外交
往与合作。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断深化。与
香港共同启动旅游、经贸等10个领域合
作。集装箱国际班轮航线增至9条，洋浦
开通至新加坡、越南集装箱班轮，成为国
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新支点。去年，海南
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涨幅超两成，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值实现增长。

“引进来”，是海南实现跨越式发展
的现实需要。举办外交部海南全球推
介活动；海南省引进外资项目洽谈会签
下26个外资项目；全省引进外资工作
会议要求坚决落实大力引进外资的十
大举措。去年，海南实际利用外资增长
112.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09.7个百
分点，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长超90%。

“走出去”，加强着海南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经济、产能等领域的合作。
去年，海南实际对外投资33.88亿美元，
同比增长38.03%，全国排名第7位。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今年是省委
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年，海
南将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贸试验区，加快
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进程，发展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推进区域合作。

海南开放发展有望写下新的精彩注
脚。

（本报海口3月17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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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企业联合会第二次
海南省企业家协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圆满成功

2019年3月15日，海企联第二次海企协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海口召开，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机构，名单如下：
（排名不分先后，按姓氏笔划排序）

热烈祝贺

代会长：

邢诒川 海南现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监事会常务主席：

王光兴 椰树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常务会长：

王业侨 海南省农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王年生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邓恩宏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冷明权 海南省企业联合会、海南省企业家协会 法定代表人
蒋会成 海南第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谢 京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总经理

执行会长：

史东斌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石油分公司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冯川建 海南奥林匹克花园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朱向军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
向 波 海南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清水湾事业部总经理
杨毅军 海口市人民医院 院长
张 涛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党组书记、总经理
张仁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张敬奎 海南华信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总经理
欧 川 东方鼎盛（海南）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总裁
罗苏平 海南省洋浦开发建设控股有限公司 总经理
金忠理 海南省烟草专卖局（公司） 局长（总经理）
周勤富 海南勤富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
赵 沨 海南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赵宝利 海南昆仑体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赵聚德 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胡 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行长
黄高山 绿地控股海南事业部 总经理
曹国明 中金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傅 扬 海商集团 董事长
焦 涌 海口勤诺德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监事会执行主席：

王大富 海南鸿洲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永泽 中国南方航空海南分公司 总经理
郑礼夫 海南晋商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副会长：

马蕴竹 王 伟 王 健 王 磊 王天霖 王燕燕 尹生玲 巴 图 石创新
叶 华 叶振平 母连云 邢 明 邢福跃 朱岳海 乔自良 伍健超 庄志勇
庄炳聪 刘 广 刘 峙 刘文民 刘汉惜 刘现波 刘荣盛 刘景萍 羊学裘
许启太 许尚华 孙 工 孙 林 孙增辉 孙燕平 苏为祥 李至波 李学忠
李诗源 李慧智 李福顺 连玉辉 吴 镇 吴小龙 吴平森 吴亚春 吴金铎
吴建社 利光秘 何 鑫 何永红 谷心帅 张 伟 张 华 张 胜 张文义
张海林 张陶冶 陆一峰 陈子健 陈方旭 陈永潮 陈权中 陈宪清 陈橹西
范浙明 林 斌 林华俊 林建伟 尚选玉 罗渊略 周金华 郑雪英 郑维山
赵尔全 郝 伟 侯京莉 姜 丹 姜 和 洪劲松 聂来龙 夏义平 徐自力
徐德才 高洪常 唐广敏 唐开兴 黄凤江 黄承斌 黄洪卢 黄超伟 萧祥源
梅雷鸣 曹 彤 曹成伟 常冰雁 符史峰 符德勇 彭新民 焦墨然 谢国华
楼 金 蔡 伦 蔡吉超 裴英杰 黎规群 戴彬森 魏国良

监事会副主席：

王 龙 王 垒 李昭顺 张轶昌 陈至胜 季洪兵 胡坤传 程世超 谭大钊

冷明权

秘书长（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