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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3月23日12时-3月24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2

13

9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26

25

19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前奏

关注博鳌智能网联汽车及5G应用试点项目

■ 本报记者 罗霞

“投资环境就像空气，空气清新
才能吸引更多外资。”在博鳌亚洲论
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
书记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

优化营商环境是海南建设自由
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
重要任务。近一年来，海南在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
中央12号文件精神过程中，把打造
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作为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重要任务
紧抓不放，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多措
并举优化营商环境，并以此来激发市
场活力、增强新的发展动力、提升海
南区域竞争力，努力让营商环境成为
海南的核心竞争力。

多方发力
抓住关键系统推进

“营商环境应该和生态环境一
起，成为海南的‘两大本钱’和核心竞
争力。”在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
这一生动形象的表述，表达了海南对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坚定决心。

省委书记刘赐贵多次强调，要深
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

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努力建设
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
境。在省委七届四次全会上的总结
讲话中，刘赐贵就如何优化营商环
境，从高效审批、廉洁守法、守住风险
底线和营造和谐社会环境等方面提
出了明确要求。省长沈晓明在多次
实地调研以及与行业龙头企业代表、
外商及外籍人士代表、企业界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进行面对面座谈时，对
优化营商环境提出要求。

召开民营、外资、国有企业系列
座谈会，出台优化营商环境年度行动
计划，不断深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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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正式纳
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计划提上国
家立法日程，《中国（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商事登记管理条例》出台；设
立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海南自由贸
易账户（FT账户）体系1月1日正式
上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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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高政府执行力十五条措施》出台……
一项项举措陆续推出，有效促进海南
营商环境的逐步优化。

筑得好巢穴，引来金凤凰。数据
显示，2018年海南新增企业5.8万户，

同比增长37.5%，特别是新设外商投
资企业同比增长90%以上，实际利用
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12.7%。一
批知名企业落户海南，例如中国旅游
集团总部落户海南，阿里巴巴、腾讯、
京东、招商局集团、安永、普华永道、
哈罗公学、美安康等纷纷进驻海南。

制度创新
解决发展突出问题

今年1月1日，《中国（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商事登记管理条例》开始正式
施行。这是在习近平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之后，我省第一部以“中国（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冠名的地方性法
规，率先在全国实现商事登记“全岛通
办”等五个方面的制度创新。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形成法
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是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重要课
题。海南大胆改革创新，涌现出一批
制度创新成果。

去年12月，《海南省优化营商环
境行动计划（2018-2019年）》（以下
简称《行动计划》）正式向社会公布。
《行动计划》从开办企业、获得信贷和
改善融资环境、跨境贸易、建设服务
型政府等11个方面提出了40项改

革措施。
“海南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核心，

针对海南专业服务国际化水平低、企
业融资问题突出、社会诚信与法治环
境不完善、政府主动服务意识不足等
现存营商环境问题，制定了《行动计
划》。”省发改委主任符宣朝说。

今年2月，我省发布首批8项自
贸区制度创新成果。其中，商事登记
改革领域的案例共4个，分别是商事
登记“全省通办”制度、简化简易商事
主体注销公告程序、商事主体信用修
复制度、减免商事主体公示负面信
息；施工图审市场化和“多审合一”，
极大地提高了审批效率；3个金融领域
方面的制度创新案例包括全国首单知
识产权证券化、天然橡胶价格（收入）
保险、设立国际热带农产品交易中心。

对标一流
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

去年以来，普华永道等一大批企
业进驻海南。“从海南2018年5月初
与普华永道开始接洽，到普华永道在
海口拿到营业执照，仅用了一个月时
间。”普华永道咨询服务（海南）有限
公司董事蔡晓颖说。

海南力促普华永道等企业落地，

可谓“一举多得”：既增添了一批知名
企业的入驻，又在百日大招商（项目）
活动中锻炼了服务能力、推动了体制
机制的创新，同时提升了海南的国际
化服务水平。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必须拥有国际一流营商
环境。深刻认识到这一点的海南，对
标国际一流，想方设法优化营商环境。

大力引进外资，是倒逼形成一流
营商环境的有效抓手。海南对外资
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
单管理制度；简化外资企业设立程
序；实行外资企业设立商务备案与工
商登记“一口办理”，实现办理过程

“无纸化、零见面、零收费”，提前达到
自贸区总体方案相关要求。

“我省力争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实
际利用外资逐年翻番，建成与国际投
资和贸易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优化营商环境没有完成时，只
有进行时。必须把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作为政府365天的日常工作……”
按照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海南将
着力推动政策落实，着力打造法治
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营商
环境的“空气”质量将更优。

（本报海口3月24日讯）

本报海口3月24日讯（记者邵
长春 通讯员苏靓）由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牵头、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作为项目建设主体的“博鳌智能
网联汽车及5G应用试点项目”将在
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上首次亮
相，揭开智能网联车的神秘面纱。我
省5G网络建设情况如何？会给我
们生活带来哪些变化？省工信厅相
关负责人和业内专家向海南日报记
者一一作了解答。

据介绍，2017年，国内各电信基

础运营商总部就积极向国家发改委
申请在海南开展5G试点工作。2018
年2月，国家发改委批准电信公司在
琼海博鳌开展5G试点建设；后经我
省努力，将海口也纳入了试点城市。

去年9月开始，电信、移动、联通
在海口、琼海、三沙、澄迈等市县部分
区域积极开展5G试点网络规划建设，
目前共推动建设了254个试点基站，
已开通33个；同时陵水等市县也正积
极协调电信基础运营商开展5G建设。

据悉，博鳌5G网络建设和应用

试点实现快速起步，琼海市政府和海
南铁塔给予了大力支持。

业内专家表示，5G时代会使人
们生活更加便捷化、智能化，与5G
技术相结合的智能网联车应用场景
丰富，在智慧公交、智慧环卫、智慧物
流、智慧出行和智慧港口等方面应用
前景广阔。智慧公交：在环岛高速及
城市公路部署5G基站及相关车联
网设施，利用车联网技术应用进行道
路拥堵提醒、车速引导、疲劳驾驶提
醒等预警，提升公共交通的通行效率
性及安全性。智慧环卫：在环卫车辆
运用自动驾驶技术，提升景区整体旅

游体验，同时减轻环卫工人的工作负
担，解决现有智慧环卫的难题。智慧
物流：智能网联车进行物流配送更加
便捷、高效，可以在海南各大高校进
行试点，高校车流量小、快递需求量
大。智慧出行：智能网联汽车可以尝
试在共享汽车上应用，提供道路事件
预警、车速引导、疲劳驾驶提醒等，让
出行更加环保安全。未来，还能实现
自动驾驶自驾旅游服务。智慧港口：
港口由于环境较为封闭，同时对通行
效率要求极高，非常适宜开展基于智
能网联汽车相关技术的智慧港口示
范运营。

我省目前共推动建设254个5G试点基站，已开通33个

5G在公交环卫物流等方面应用前景广泛

我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让营商环境成为海南的核心竞争力

本报嘉积3月24日电（记者丁
平 特约记者陈德君）“许我一身蓝
装，志愿服务琼海，我们是美丽乡村
志愿讲解员……”3月23日，博鳌亚
洲论坛2019年年会前夕，通过前期
的招募、培训和选拔，琼海市20名训
练有素、热情洋溢的双语（中文、英
文）讲解员正式上岗。他们服务在博
鳌镇沙美村、南强村以及嘉积镇北仍
村，用实际行动弘扬“奉献、有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充分展示琼海
全国文明城市的形象。

目前在琼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工作的易依是第一次担任双语讲
解员，这项工作看起来简单，但其
实并不轻松。她的服务点在博鳌
镇南强村，穿着高跟鞋，顶着太阳
讲解几个小时，晚上回家她经常是
腰酸背痛。

3月24日，海南日报记者在南
强村采访时，易依一边擦拭额头上的
汗珠，一边笑着说：“很乐意抽出时间
来这里讲解，累是累点，方便了大家，
也是值得。”

最让易依欣慰的是，服务时，经
常有村民、游客给志愿者送水、饮料，

觉得很温暖。
据悉，为更好地做好博鳌亚洲论

坛2019年年会服务保障工作，推介
宣传琼海市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
设成果，今年年初，共青团琼海市委
组织全市40多名美丽乡村中英文讲
解志愿者集中培训。最终，精选出
20名双语讲解员，他们均来自琼海
市企事业单位。

志愿者在上岗之前，参与了志愿
服务轮训，培训内容包括基础理论知
识、基本技能、礼貌礼仪等。

除了双语讲解员外，共青团琼海

市委还用心谋划特色服务。“6位电
视台主持人参与到此次志愿服务中
来。”共青团琼海市委负责人说，主持
人口齿伶俐、表达清楚，他们又熟悉
琼海的美丽乡村。相信他们的志愿
服务，会给嘉宾、游客带来不一样的
感受。

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志愿
服务要求标准高，对志愿者的业务水
平、身体素质、耐心毅力、应变能力等
各方面都是很大的挑战。琼海的志
愿者们将以热情、周到、文明的服务，
为嘉宾、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

服务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

琼海市20名双语讲解员正式上岗

做好年会通信保障准备
本报海口3月24日讯 （记者

梁振君 通讯员翁睿敏 詹秋月）博
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即将召开，
作为历届博鳌论坛年会通信保障单
位，目前中国电信海南公司（下称

“海南电信”）各项通信保障准备工
作已全部落实到位。

截至目前，海南电信累计增加
裸光纤 277 条，数字电路 34 条，
LAN端口626个；安装宽带40多
部、工作手机50多部、固话200多
部等年会专用通信业务，为6个年
会接待酒店的互联网专线由百兆提
速至千兆，全面满足年会安保单位、
论坛秘书处、各新闻媒体及相关保
障单位的临时通信需求。同时，海
南电信在年会主会场、新闻中心、廊
道、国宾馆等重点区域开通AP点
665个，实现WIFI全覆盖；为年会
提供东屿岛有线局域网带宽4个万
兆，WIFI带宽2个万兆，实现东屿
岛会址通信双路由保障。

海南电信

2500余人
参与年会服务保障

本报博鳌3月24日电（记者计
思佳）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召
开在即。海南日报记者3月24日从
中远海运博鳌有限公司了解到，该公
司参与的年会安全、设施设备、房务、
餐饮、后勤等服务保障工作已准备就
绪。其中，今年论坛年会的引导员着
装和嘉宾用餐菜单将凸显海南元素。

中远海运博鳌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在人员保障方面，除了公
司现有人员1499人（含实习生），该
公司同时与省内外高校、旅游饭店
协会和各兄弟单位积极沟通，计划
外请人员1066人。

今年从海南各大高校选拔40
名志愿者作为博鳌亚洲论坛礼仪及
引导员。其中，18位引导员将身着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黎锦旗袍
亮相年会。

开展志愿服务迎年会
本报博鳌3月24日电 （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陈言锦）3月24日，
海南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
组织开展“志愿服务做表率，文明实
践当先锋”迎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
年会主题党日活动。

当天，该公司50余人赴东线高
速公路沿线拾捡垃圾、清理边沟、打
扫卫生等义务劳动。据统计，此次
活动共出动保洁车辆10辆次，清扫
路面15公里，捡拾垃圾50袋。

经过党员干部职工的辛勤劳
动，路容路貌焕然一新，为博鳌亚洲
论坛2019年年会营造了整洁美观
的通行环境。

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进程研讨会举行

本报海口3月24日讯 （记者梁振君 王培
琳）3月24日下午，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进程研讨会在海口开幕。来自国内外450
名专家和学者齐聚海口，共同为建设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言献策。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周小川在开幕式上进行特邀演讲。国务院参事室
副主任王卫民，中改院院长、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等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原国
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进行特邀演讲。

近一年来，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
央12号文件精神，紧紧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谋定
而后动，蹄疾步稳，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开局良好。

本次研讨会为期一天半。会议期间，与会嘉
宾将围绕“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
目标与要求”“加快实行服务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
策”“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等多个单元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大家认为，从
近一年的实践看，海南要抓住今后2-3年的时间
窗口期，实现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向自由贸易港的
实质性破题，关键在于加快推进服务业项下的自
由贸易进程。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院、
中改院、国务院参事室自贸试验区建设研究中心、
中国南海研究院以及省委政研室、省政府研究室
共同主办。

《中国沿海湿地保护绿皮书（2019）》公布

儋州湾入选“最值得关注
的十块海滨湿地”名单

本报讯（记者周月光 通讯员李秋欢）3月22
日，环境保护组织阿拉善SEE基金会、红树林基
金会MCF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合作，推出《中国沿海湿地保护绿皮书（2019）》项
目，公布“最值得关注的十块滨海湿地”名单，海南
儋州湾湿地入选。

儋州湾湿地位于儋州市，是洋浦港内湾，口窄
里阔，东南北三面由玄武岩台地环抱，南北有大小
珊瑚岛和洋浦鼻形成天然屏障，发育形成浅海水
域、河口水域、沙石海滩、红树林、海草床、淤泥质
海滩、盐田等多样的滨海湿地类型。

儋州湾湿地是火山海岸红树林湿地以及重要
的水鸟栖息地，是海南鸥类主要越冬地之一，每年
可以观察到数百只红嘴巨燕鸥和银鸥；2017-
2019年连续观测到十多只黑脸琵鹭在此越冬，是
海南第三大黑脸琵鹭越冬地。

临高将投入4833万元
新建5所公办幼儿园

本报临城3月24日电（记者张惠宁 通讯员
王逵 陈日升）为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今年，临
高县投入4833万元建设滨江、江南、临昌、城北、
马袅金牌5所公办幼儿园，新增学位1530个。

位于临高实验小学内的滨江中心幼儿园建设
项目，3月21日，工人们正在进行内外墙涂料以
及室内地板贴砖、水电安装等装修工程。滨江中
心幼儿园项目现场施工负责人吕朝麦介绍，项目
进度完成90%以上，下个月的15日之前预计全部
收尾完工，今年秋季开始招生。博厚镇大雅村马
袅金牌中心幼儿园于今年春节前开工建设，目前
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正在进行墙体抹灰及
外墙涂料工作，整个项目完成总工程量的80%。
据海南日报记者了解，江南、临昌、城北等3所中
心幼儿园将于近期陆续开工，预计在年内可全部
完工。

2011年以来
临高县共投入 1.2亿元规划建设25所公办幼儿园
提供学前教育学位6780个
目前，已建成并招生办学 16所
可解决4500个学前教育学位

制图/孙发强

李富林同志逝世
◀上接A01版
2017年2月至2018年1月任海南省政协副
主席、党组成员。

李富林同志住院治疗期间，省领导多次
前往或委托他人前往医院看望，并要求有关
部门想方设法给予治疗和抢救。李富林同志
逝世后，省领导分别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并
对其亲属表示慰问。

李富林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定于2019年3
月31日9时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兰花厅举行。

单位联系电话（传真）：31999212、
31999225

亲属联系电话：18611382666
海南省政协办公厅
2019年3月24日

以“共同命运，共同行动，共同发展”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将于3月26日至29日
在博鳌举行。图为俯瞰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 本报记者 袁琛 摄魅力博鳌 海天一色

中远海运

海南交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