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以来，三亚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结合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在现代服务、政府审批、社会治
理、生态保护、商事审判等体制机制方面先行先试，探索出一批好做法、好经验。本报即日起推出“关注三亚制度创新”栏
目，聚焦三亚在此方面的成果，旨在为全省乃至全国相关领域发展提供新经验、新思路，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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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4月21日电（记者林
诗婷 黄媛艳）海南日报记者4月21
日从三亚市政府获悉，三亚市积极深
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发放
全国首批3个政府信用担保的游艇保
函、成立国际交易集团有限公司、设立
起海南自贸区开放发展基金等具体举
措，探索推进金融领域体制机制创新，
为实体经济发展不充分地区推进金融
产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2018年三亚全市生产总值仅为
595.5亿元，实体经济对传统金融业发
展的支撑作用有限。同时，三亚还面临
着房地产业转型调整，现代服务业、高
新技术产业等发展壮大仍需时日，经济
外向度低、营商环境亟待优化、公共服
务还存在明显短板等问题。今年以来，
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的机遇下，三亚市结合城

市产业特点、地缘、生态优势及发展需
求，探索产业发展、资源配置、资产定价
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着力推进金融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在金融领域制度创新方
面取得初步成效，推进更高层次、更高
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发展。

针对实体经济发展短板问题，三亚
于今年初创新搭建产业平台，设立海南
自贸区开放发展基金，由三亚市政府与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初始人，
各出资15亿元人民币，基金通过投资
其他基金或项目进行放大，撬动社会资
本，形成不低于500亿元的基金投资规
模。该基金资金既用于海南省范围内
的项目直投，也可用于对子基金出资，
首期基金将全部投向三亚市，强化金融
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

“此次设立海南自贸区开放发展
基金，一方面能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海
南经济建设，推动三亚重点产业落地，
加快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和优化城市空
间格局。同时，能加快产业新旧动能

衔接转换，投资一批资产质量较好、经
营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起到平抑风
险的作用。”三亚市副市长、招商办主
任谢庆林说。

聚焦国内，亦放眼全球。三亚充
分发挥岛屿经济的比较优势，紧抓政
策机遇，因地制宜结合旅游、热带高效
农业、南繁产业等特色经济，探索联动
海垦控股集团、新加坡亚太交易所等
国内外实力强的企业、交易所，出资设
立三亚国际交易集团有限公司，尝试
打造符合三亚产业定位的交易场所，
研究开发多种交易产品，构建起现货
与期货相结合的平台化、集聚化、国际
化的交易市场体系，推进海南、三亚建
设交易中心、价格发现中心、资本形成
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为推动金融领
域对外开放提供国际性平台。

除了创新金融开放制度，三亚也
同步推进相关领域的金融制度创新。
鹿城发放了全国首笔政府信用担保的
游艇保函，解决了进境游艇高额关税

保证金问题，今年第一季度共为3艘
境外游艇提供了5061万元关税保函
服务；优化企业在银行开立账户服务，
开户平均用时由原来7个工作日缩短
至4个工作日；推行“不动产抵押登记
便民服务”，在三亚邮储银行设立全省
首个不动产抵押登记便民服务点，共
享不动产登记信息等。

“三亚创新举措畅通境内外资金
的流动渠道，积极推进银行上线FT
账户。截至目前，累计开立人民币主
账户逾 380户、外币子账户逾1610
个，开户企业所属行业涵盖旅游、互联
网、油气、房地产、高新技术等重点产
业，账户累计收支约1174万元人民
币。”三亚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改革先行先试，三亚一系列围绕金
融领域的务实举措相继开展：营造产业
发展良好氛围，组建金融发展局、召开
金融业发展大会；助力金融产业集群形
成，精准招商引资，“牵手”宜信公司、光
大集团、太平保险集团等多家知名金融

机构；筑牢金融人才高地，“外引”“内
培”齐发力，通过“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
计划”等政策吸引金融人才，并积极打
造亚太金融（基金）小镇吸引优质金融
企业入驻，为金融人才、企业提供良好
的服务保障；提升实体经济实力，积极
谋划推动总部经济区及中央商务区、崖
州湾科技城等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规划建设，为金融发展奠定基础……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透
露，下一步，三亚将深化金融业对外开
放，实施HNFT账户体系、合格境内投
资者境外投资、人民币双向资金池等创
新试点，促进贸易、投融资、消费便利化
自由化。大力发展离岸金融、财富管
理、保险服务等高端金融服务业，探索
建设农产品、电影、旅游等交易场所，建
设金融机构区域性总部集聚区，打造国
际离岸金融中心，吸引全球金融及其人
才、四大会计事务所及会计、审计、律师
评级机构等进入，力争使得人流、物流、
资金流更多汇聚海南、汇聚三亚。

三亚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创新金融开放 为鹿城发展聚力

本报海口4月21日讯（记者良
子 周月光 通讯员王坤 廖伟生）海
南日报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4月20
日，儋州警方公开发布了悬赏110名
儋州籍电信诈骗在逃人员的通告。
截至4月21日20时，已有84人投案
自首，一些派出所门前一度排起了长

队。目前，多名嫌犯有投案意向，正
在从外地赶回儋州投案，有的还自拍
视频投案。

据了解，4月18日晚至4月19
日凌晨，儋州市公安局开展打击电信
诈骗犯罪“蓝天行动”，抓获97名儋
州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但仍有部

分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在逃。为广
泛发动群众，加大在逃人员的缉捕工
作力度，4月20日，儋州警方公开发
布了悬赏110名儋州籍电信诈骗在
逃人员的通告。通告称，自本通告发
布之日起至2019年4月22日前，犯
罪嫌疑人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如实

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
免除处罚。

“蓝天行动”中，儋州市实行户籍
地镇领导、村居委会干部、派出所所
长三长捆绑责任制，要求积极劝说涉
诈人员前往公安部门投案交代诈骗
事实争取依法从轻处罚。

本报讯（记者良子 计思佳 通
讯员陈创淼）4月17日晚，由海口市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普法办主办的扫黑除恶主题现代
琼剧《日照大园》在海口美兰区新埠
街道上演。

《日照大园》讲述的是某市后山镇
大园村原村委会主任年事已高，主动
向组织荐贤让位，推荐该村人品正、有
能力、口碑好的大学毕业生党员苏文
轩为村委会主任候选人，苏文轩遭遇
在其位不谋其政、自私自利的村委会

副主任高之贵纠结黑恶势力威胁、殴
打后仍然刚正不阿。公安部门介入调
查及时发现并摧毁了这个黑恶势力团
伙，确保该村委会补选工作顺利进行，
最终选出了村民认可的好“村官”。

把扫黑除恶的故事用琼剧形式

宣传很接地气，演出获得了现场村民
的热烈掌声。

《日照大园》已在海口秀英区、龙
华区、美兰区演出，4月24日、4月25
日还将分别走进琼山区、桂林洋经济
开发区。

本报海口4月21日讯（记者邓
海宁）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
获悉，4月18日、20日，慑于海口警
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强大攻势，涉
黑涉恶的林声新团伙在逃成员林某
保和王绍章团伙在逃成员王某科共

两名嫌疑人先后投案自首。
据了解，海口警方近日通过官方

微博和媒体发布了检举揭发林声新
团伙、王绍章团伙违法犯罪线索的通
告，呼吁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与
此同时，海口警方开展大量摸排、研

判、查缉等工作，积极做好在逃人员
家属的法律教育和思想工作，敦促、
规劝在逃人员主动投案自首。

在警方强大攻势下，4月18日，
林声新团伙的在逃成员林某保主动
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如实供述了自

己的违法犯罪事实；4月20日，王绍
章团伙的在逃成员王某科也主动到
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海口警方正告其他在逃犯罪嫌
疑人放弃侥幸心理，主动到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22日晚播出

本报海口4月21日讯（记者陈卓斌）讲海南
脱贫攻坚好故事，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据悉，
第128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将于4月22日20
时在海南综合频道、20时30分在三沙卫视、4月
28日16时20分在旅游卫视播出。

本期电视夜校中，乐东黎族自治县县委组
织部部务委员林欣将为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
众，分享乐东在加强驻村“第一书记”队伍建设
中，采取的有效举措和取得的阶段性成绩。在
访谈环节，乐东当地的多位“第一书记”、村党支
部书记也将来到节目现场，讲述脱贫攻坚的好
故事、好经验。

观众还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台或下载
“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节目播出
的同时，“961017”脱贫致富服务热线将继续开
放，电视夜校栏目组的扶贫农产品线下售卖活动
继续推出贫困户的农特产品。

“爱心扶贫大集市”海师专场举行

30多种农特产品进社区
本报海口4月21日讯（记者傅人意 通讯员

陈颖）4月21日上午，海南省供销社等部门在海
南师范大学举办“爱心扶贫大集市”百场百家活动
高校专场活动，吸引澄迈、屯昌和临高等6个市县
供销社、20家爱心企业和当地居民参与，半天销
售总额7.98万余元。

本次活动组织销售的农副产品有澄迈桥头地
瓜、屯昌茶树菇、琼中绿壳鸡蛋等30多种，多数为
带动贫困户发展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企业生产。
活动为消费扶贫农产品进学校、进社区拓宽了新
的销售渠道，同时也为高校师生以及社区居民购
买农产品提供了便利。

“我自己研制的以低温烘焙技术烘干胡椒粉，
今天卖了不少呢。”海口市东昌农场贫困村民陈力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海口市供销社大坡为农服务
中心帮助组织农产品到扶贫集市销售，一个上午
他卖了3000多元。

海口市供销社有关负责人说，海口市供销社系
统正在积极建设为农服务中心，建成后每个中心将
联结1个到2个有贫困户参与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通过消费扶贫助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万宁“爱心扶贫大集市”受欢迎

半天卖了11万元
本报万城4月21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梁

振玮）4月20日，万宁市“爱心扶贫大集市”在山
根镇大石岭村开市。截至当天15时，扶贫集市线
上线下销售总额已达到11万元。这是万宁市第
三次举办“爱心扶贫大集市”活动，这样的活动往
后将每月定期举办。

当天上午，万宁“爱心扶贫大集市”在一片热
闹声中拉开序幕，新鲜的生态绿色农产品吸引了
消费者积极选购。

万宁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开展“爱
心扶贫大集市”活动，加大产销对接力度，推动贫
困地区的优质农特产品走进市场。万宁市将进一
步深化“消费扶贫”活动，引导扶贫合作社拓展产
业链，开展农特产品初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以增
加经济效益。

据介绍，截至2019年3月底，万宁市消费扶
贫销售金额已达249万元。

本报海口4月21日讯（记者计
思佳）4月21日上午，海口召开市委
专题会议，传达中央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文件精神及省委领导相关批示
精神，并对海口市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进行再动员、再发动、再部署。会
议强调，海口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
治站位，进一步强化专项斗争打击
力度，深化宣传发动，坚持专群结
合，掀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高潮。

今年以来，按照中央、省委和市
委的统一部署，海口市政法、公安、
检察等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广泛发
动，依法严惩了一批黑恶势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会议指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仅
不能松懈，而且要持续推进。要以
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下沉海口督导
为契机，对该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工作进行“全面体检”和“把脉会诊”。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
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进
一步强化专项斗争打击力度，深化
宣传发动，坚持专群结合，铁拳整治

“黄赌毒”，特别是对侵害群众利益
的“菜霸”“砂霸”“运霸”等黑恶势力
予以坚决打击。要加强协作，通力
配合，不折不扣落实好中央督导组
交办的事项和要求。坚持实事求
是，不遮掩、不推诿，边督边改、立行
立改，坚决抓好中央督导组反馈问
题的整改，不断推动该市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国媒体广西北部湾行”活动落幕

“五一”前
海南人游广西门票五折

本报海口4月21日讯（记者邓海宁）近日，
由北部湾（广西）旅游联盟主办、南宁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牵头组织的“全国媒体广西北部湾行”大
型采风活动落下帷幕，该活动邀请境内外多家电
视、报纸、新闻网站等媒体的记者组成采风团，深
入广西北部湾旅游联盟城市——南宁、北海、钦
州、防城港、玉林、崇左开展采风活动，推介广西北
部湾旅游文化资源。海南日报记者从活动中获
悉，截至今年4月30日，海南游客凭本人居民身
份证，可享受广西所有A级旅游景区门票挂牌价
五折优惠。

海口推动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排队自首”、拍视频“预约自首”……

儋州84名电信诈骗嫌疑人主动投案

扫黑除恶主题琼剧《日照大园》海口上演

故事案例“很有戏”亲切乡音“接地气”

海口两名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自首

海南首家
携程旅游门店开业
多样化旅游产品供游客选择

本报海口4月21日讯（记者邓海宁 赵优
通讯员孙相涛）4月21日，海南省首家携程旅游
门店在海口正式开门营业。据了解，携程计划今
年在海南落地超过25家门店，为更多的海南游客
提供更多样化的旅游产品。

携程旅游门店落地海南，为本地不习惯网上
旅游的市民以及外地游客，引入了一系列全新的
产品和服务方式。据介绍，携程旅游门店提供超
过100万数量的旅游度假产品供市民预订，包括
携程的中高端自营产品以及国内外3万多家供应
商伙伴的产品。其中不仅有出发地参团、目的地
参团、半自助、私家团等跟团游产品，携程还将平
台上的自由行、定制游、主题游、当地玩乐、外币兑
换等产品引入携程旅游门店，填补了传统的旅行
社门店在这些服务项目上的空白。

4月20日，在海口市西秀公园海滩，参加“感恩海洋·大爱海南——海航志愿者在行动”增殖放流主
题公益活动的志愿者将两万余尾小鱼苗陆续放归大海。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慈善和环保相结合，旨在向社会各界人士发出保护海洋的倡议，呼吁大家呵护海
洋生物、关注海洋生态。每年5月至7月是海南的休渔期，在海南近海水域开展水生动物增殖放流，能改
善区域水域中的生物种群结构和维护生物物种多样性。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2万尾鱼苗游向大海

扫黑除恶进行时

异地调警开展突击行动

19辆超载车“栽了”
本报海口 4 月 21 日讯 （记者

良子 通讯员陈孝文）为严厉打击
货运车超限超载违法行为，4月 17
日至 18 日凌晨，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通过异地调警的方式开展突击
行动，严厉查处打击一批货运车
超限超载违法行为，共查获超载车
19辆，其中18辆车超载比率100%
以上。

据介绍，按照省公安厅“道路交
通安全三年攻坚战”工作要求，为强
化对货运源头周边道路的管控，4
月 9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暗访组
在检查中发现澄迈辖区的货运车超
限超载违法现象有所反弹。

行动当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抽调了海口交警和定安交警共计
40名精干警力，组成货运车超载打
击行动队。行动队于 4 月 17 日 17
时至18日凌晨3时在澄迈县境内西
线高速一带共查处涉嫌超载货运车
辆19辆。

为有效震慑货运车严重超限超
载交通违法，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对
所查处的 19 辆涉嫌超载货运车信
息曝光。

交通安全三年
攻坚战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