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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机关积极开展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记者王玉洁 实习生符
钰超 李婷）海南日报记者4月18日从省委直属机
关工委获悉，今年“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月”活动期
间，在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的指导下，省直机关各单
位通过助力扶贫、爱心奉献、敬老捐助、清洁环境、
社会公益等方式，深入社区街道、敬老院、孤儿院、
扶贫点、湿地公园、海岸线等场所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据不完全统计，省直机关各单位累计参与志愿
活动7167人次，总计服务时长1.44万小时。

除了给孤寡老人送温暖、植树修路、打扫卫
生、清理垃圾、指挥交通等传统的志愿服务内容
外，此次志愿服务活动月期间，省直机关各单位积
极发挥单位专长，为服务对象提供专业、贴心的志
愿服务。例如，不少医院医护人员积极走进街道、
社区开展志愿义诊活动，为老百姓送去健康，宣介
健康生活理念；监狱系统干警走进学校，开展“反
校园霸凌法制宣传活动”志愿服务活动，引导青少
年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不做校园霸凌的始作
俑者和纵容者等。

除以上活动外，省直机关志愿服务队还开展
了“雷锋精神助我成长”宣传日、“志”在一起志愿
者团建、公益联盟服务日等不同主题的志愿服务
活动，志愿者的身影活跃在各个领域，积极营造

“学习雷锋 助人为乐”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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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自贸大讲坛讲座预告
2019年第3讲
（总第374讲）

时 间：4月21日 （星期日） 上午9：30—
12：00；

主讲人：盛毅（四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四
川省社科院自由贸易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
究员）；

讲座主题：海南自贸试验与开放型产业发
展。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一楼
报告厅；

讲坛办电话：0898-65202275；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不需要凭票入场）

一季度海南全社会
用电量同比增7.38%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朱玉）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4月18日披露，今
年一季度，海南全社会用电量75.5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7.38%。

据介绍，春节后，多批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项目集中开工，水泥市场需求加大，拉动建筑
业、水泥制造业等行业用电量累计增速加快。

据分析，今年1月-3月，受农业、渔业用电量
增速回落影响，第一产业用电增长略有放缓。第
二产业用电增长加快，同比增长0.97%，增速较1
月-2月加快9.71个百分点，其中工业用电同比增
长0.57%，建筑业用电同比增长8.4%，增速较1
月-2月加快8.0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用电同比
增长15.33%，增速较1月-2月回落5.49个百分
点。居民用电量同比增长10.33%，增速较1月-2
月回落3.52个百分点。

今年一季度，海南电网售电量完成58.81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9.94%。从产业来看，电量增长
贡献率主要来自第三产业及居民用电。

保亭今年将改建续建
农村公路179公里

本报保城4月18日电（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黄立明 文宏武）海南日报
记者4月18日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交通运输部门获悉，该县今年将投入
资金1.11亿元，改建（含续建）农村公
路里程达179公里。

据了解，今年保亭加速实施交通扶
贫“六大工程”，在农村基本建成“外通内
联、通村畅乡、客车到村、安全便捷”的交
通运输网络。此举将不断完善特色村
寨和共享农庄等旅游景点景区的交通
条件，助力保亭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县。

我省首家外国律所
驻华代表处海口揭牌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记者计
思佳）4月18日上午，澳大利亚邱氏
律师事务所驻海口代表处揭牌仪式
暨首届中外律师法律交流会在海口
市复兴城国际离岸创新大厦举行。

据悉，澳大利亚邱氏律师事务
所驻海口代表处是经国家司法部批
准的海南省首家外国律师事务所驻
华代表处，目前已落户复兴城国际
离岸创新创业基地。

澳大利亚邱氏律师事务所首席
律师邱小嶙表示，邱氏律师事务所驻
海口代表处落地，为自贸区、自贸港
的中西法律交流和合作起到了桥梁
的作用。目前，邱氏律师事务所已与
海南6家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业务合
作协议，并被海南仲裁委员会（海南
国际仲裁院）聘请为国际仲裁员。“希
望邱氏律师事务所海口代表处的成
立，能够为推动海南国际化法制环境
的不断优化作出贡献。”邱小嶙说。

在中外律师法律交流环节，来
自澳大利亚的6位资深律师、海南
律师代表进行了主题演讲和交流，
内容涉及澳大利亚商事纠纷避免
与解决、美国法律制度、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中律师的业务机会与
挑战等。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记者王培
琳 通讯员任爵一 邓昕）海南日报记者
4月18日从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
行获悉，自我省FT账户上线至今，全省
通过FT账户共发生资金收支人民币近
34亿元，FT账户业务渐入佳境。

自今年1月1日上线至今，海南
全省已有中行、浦发、工行、光大和兴
业5家银行开办FT业务，办理业务
的网点190多个，覆盖全省16个市

县。省内其他银行机构上线工作进
展顺利，已有5家完成各项上线评
估，即将上线开办业务，并成为海南
扩大对外开放和连通世界资本市场
的重要推力。

据统计，目前全省金融机构共开
立各类FT主账户3770多户，子账户
达1.3万户，开户主体达3760多个，涵
盖了区内机构、境外机构、金融机构同
业、区内个人、区内境外个人等FT账

户全部开户主体类型。截至目前，全
省FT账户二线累计收支总额人民币
11亿元，FT账户一线累计收支总额
人民币达23亿元。通过FT账户共发
生资金收支人民币近34亿元。

同时，各金融机构通过分账核算
单元积极对接境内外优质廉价金融
资源，开发有竞争力的FT账户金融
产品，在跨境投资资金兑换、国内贸
易融资等存、贷、汇、兑代客服务环节

为市场主体提供高性价比金融服
务。“每天都有60多个企业办理FT
的业务。”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贸易
金融部总经理颜晓红说。

此外，全省银行机构通过分账核
算单元与其系统内境外分支行合作，
开展融资性风险参与、贸易融资海外
代付等自营业务，有效提高区内银行
机构跨境金融服务的能力。目前已
有13家外资企业开立FT账户。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范利锋 郭志荣）今年一季
度，海南实际利用外资6761万美元，
同比增长 51倍；新设外资企业 82
家，同比增长4.5倍。这是海南日报
记者4月18日从省商务厅获悉的。

今年一季度，海南实际利用外资
涉及百货零售、石油及制品批发、污

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文化娱乐、旅
游会展服务、电力生产、花卉种植、房
地产开发经营等领域，分布在三亚、
万宁、儋州、海口、屯昌、东方、洋浦经
济开发区等地；投资主要来自中国香
港、新加坡、加拿大等地。

海南一季度新设外资企业主要
涉及环保、文化、商贸物流、互联网等

领域，火币投资有限公司、太平洋联
合航空国际集团等纷纷投资海南。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以来，我省积极推进引进外资工作，
一手抓项目引进，积极开展招商引
资，一手抓服务提升，不断优化营商
环境。借省领导出访、博鳌亚洲论坛
年会等平台，我省开展系列外资招商

活动。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成立，借
力体制机制创新补招商引资短板。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期间，
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作为责任主体，
承接了“一对一”外资招商活动。4
天时间里，多位省领导分别与苹果、
阿斯利康、索尼、三星等30家外商开
展30余场“一对一”会谈、圆桌会议

和签署合作备忘录等活动。我省正
积极推进国际投资“单一窗口”建设，
将为境内外企业和投资者提供最简
化、最优质的一站式服务。

据了解，今年我省力争实现实际
利用外资15亿美元、增长120%的目
标，将积极从体制机制创新、产业招
商、招商方式等方面寻求突破。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记者罗
霞 通讯员李鹏）海南日报记者4月
17日从省商务厅获悉，今年一季度，
我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33.75亿
元，同比增长20.55%，其中出口实现
成倍增长。

一季度占比较高的行业为运输、
旅行、知识产权使用、其他商业服务、
加工服务、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进
出口额合计32.78亿元，占服务贸易
总额的97.11%。新兴服务进出口占
服务贸易总额的33.52%，知识产权使

用、商业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
务是新兴服务贸易增长的主要来源。

从贸易伙伴分布来看，一季度，
全省服务贸易伙伴中排前五位的国
家（地区）是中国香港、美国、日本、加
拿大、英国，合计占服务贸易总额的

60.63%；服务进口排前五位的国家
（地区）是美国、中国香港、加拿大、英
国、澳大利亚，合计占服务贸易进口
总额的62.56%；服务出口排前五位
的国家（地区）是中国香港、日本、美
国、英国、加拿大，合计占服务贸易出

口总额的60.74%。
据了解，我省正积极深化服务贸

易创新发展试点，探索建立跨境服务
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管理
制度，探索有效利用CEPA加强琼港
澳服务贸易合作。

本报椰林4月18日电（记者李艳
玫 特约记者陈思国）近日，海南日报
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办公室获悉，该县将在4月至6月
开展脱贫攻坚春风行动，通过落实好

“两不愁三保障”、推动产业扶贫、号召
消费扶贫等方式，为夺取脱贫攻坚决
战之年的根本性胜利奠定扎实基础。

据悉，陵水制定了《陵水黎族自治
县2019年脱贫攻坚春风行动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春风行动目

标，细化稳基础、抓关键、促产业等主
要行动举措。根据《方案》，陵水将充
分利用好南繁科研单位为该县农业产
业提供技术帮扶，计划推进6个千亩
产业扶贫工程，具体包括本号镇千亩
百香果产业工程、英州镇千亩芒果产
业工程、提蒙乡千亩香兰叶产业工程、
光坡镇千亩节水抗旱稻产业工程和三
才镇千亩地瓜产业工程。据了解，在
春风行动中，该县将做好6个千亩产
业扶贫工程的现场调研、方案制定、土

地流转、产业培训等前期工作。
陵水将持续推进消费扶贫夜市

活动，计划5月举办2019年陵水电商
扶贫节，集中展销陵水本地特色扶贫
农产品及大宗农产品采购商订单签
约，实现累积完成1000万元销售额的
消费扶贫目标。该县将督促指导椰级
乡村旅游点创建单位根据初评中存在
的问题落实好整改工作，确保顺利通
过椰级乡村旅游点评定工作。

在“两不愁三保障”上，陵水将发

挥文隆水厂效益，加快推进本号镇水
厂改扩建项目等，解决文罗镇、隆广
镇、本号镇等部分片区农村饮水安全
问题；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全面开工；
做好春季学期教育精准扶贫学生助
学金的审核、发放等工作，做好控辍
保学工作；做好贫困患者大病专项救
治、慢病签约工作等。

此外，陵水对就业扶贫、金融扶
贫、扶贫干部教育培训等脱贫攻坚工
作作出了具体计划。

一季度我省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51倍
新设外资企业82家

一季度我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3亿元
服务贸易出口成倍增长

海南自贸区FT账户业务渐入佳境
上线至今通过FT账户共发生资金收支人民币近34亿元

开展脱贫攻坚春风行动

陵水计划推进6个千亩产业扶贫工程

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出口额 1.86亿元
同比增长57.07%
其他商业服务进出口额2.95亿元
其中出口 1.15亿元，增长 105.27%

从重点
行业来看

运输服务进出口额达 12.95亿元
同比增长45.44%

旅行服务进出口 7.18亿元
同比增长235.67%

知识产权使用费实现进出口额6.48亿元
同比增长217.31%
其中进口3.53亿元，增长 72.99%
出口2.95亿元，增长869.25倍

制图/张昕

我省一季度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显示

食品样品合格率为95.4%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记者罗霞）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近日公布的第一季度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情况分析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共完成并公布1721批次食品样品监督抽检结果，
其中，检验项目合格的样品1641批次，不合格样
品80批次，样品总体合格率为95.4%，不合格食
品样品主要因农兽药项目等不合格。

针对监督抽检中发现的问题，我省相关部门
已经采取措施依法予以查处，并责令食品生产企
业查清产品流向、召回不合格产品、分析原因进行
整改；责令食品经营环节有关单位立即采取下架
等措施防控风险；责令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
开办者查清进货渠道、产地等信息并向相关部门
报告；责令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对不合格产品立即
采取停止销售等措施防控风险。

抽检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是检出农兽药项目不合格食品47批次，占

不合格食品总数的58.8%，涉及食用农产品；

二是检出超范围、超剂量使用食品添加剂食
品12批次，占不合格食品总数的15%，涉及餐饮
食品、水果制品、蔬菜制品和水产制品；

三是检出其他污染物食品8批次，占不合格
食品总数的10%，涉及水产制品；

四是检出微生物污染食品6批次，占不合格
食品总数的7.5%，涉及方便食品、淀粉及淀粉制
品、蜂产品和冷冻饮品；

五是检出重金属污染食品4批次，占不合格食品
总数的5%，涉及蜂产品、食用农产品和水果制品；

六是检出质量指标不合格食品2批次，占不
合格食品总数的2.5%，涉及食糖；

七是检出标签标识项目不合格食品1批次，
占不合格食品总数的1.25%，涉及酒类。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海口4月18日讯（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王珏）4月18日，中国
银行海南省分行在省口岸办的指导
下，成功为我省企业办理了全省首单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跨境汇款、开户
预约等业务，这标志着中国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金融服务模块在我省顺
利上线，服务功能全面升级。

根据国家口岸办统一部署，

2019年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服务平
台新增企业在线预约开户、跨境汇
款、在线开立保函、税费融资、外汇
牌价查询等功能，坚持让数据“多走
路”，让企业“少跑腿”。其中，新上
线的跨境汇款功能可以使企业通
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在线进行
信息录入、背景材料上传、关联报关
单，全流程无纸化在线办理，大大增

加了企业结算便利性；开户预约功
能可以通过时间选择、相关信息采
集等实现开户资料预审与企业信息
电子化传输，有效减少开户时间，切
实提升企业体验。

在得知海南作为“单一窗口”金
融服务功能首批试点上线地区的消
息后，海南中行第一时间联动省口岸
办，在省口岸办的指导帮助下，积极

推介并协助企业了解使用金融服务
新功能。经过充分准备，上线首日企
业业务办理顺畅、体验良好，切身感
受到海南自贸区、自贸港营商环境优
化带来的便捷与高效。

据介绍，海南中行将继续秉承
“服务实体经济”理念，持续为我省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优化营商环境贡献

“中行力量”。

让数据“多走路”，让企业“少跑腿”

海南中行上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金融服务

文琼高速预计7月通车

4月16日，俯瞰文琼高速琼海
段。

文昌至琼海博鳌高速公路全长
65.7公里，总投资45亿元。目前路
基施工全部结束，主道实现全线贯
通，路面铺设沥青已完成工程量
60%，预计今年7月通车。

据介绍，为更好地服务全域旅
游，文琼高速全线共设置迈号、清
澜、会文、冯家湾、龙湾、嘉积、乐城、
万泉等11处互通立交，支持美丽乡
村建设。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一季度我省
服务进口 17.62亿元

同比下降 13.01%

出口 16.13亿元
同比增长 1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