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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诗婷 黄媛艳 邹永晖

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金融企业，
洽谈基金业务；连续辗转北京、青岛
等多座城市寻求合作……“五一”假
期过后，三亚亚太金融小镇负责人张
焱又投入到“连轴转”状态。如何让
三亚吸引更多特色基金落户，推动产
业发展转型，这是他当下工作的重
点。“小镇自2017年成立以来，已入驻
企业102家，私募基金管理人92家，
注册资本164.57亿元。在优质的政
策环境、营商环境等因素的推动下，
三亚金融业发展未来可期。”张焱说。

金融人张焱的工作状态，是三亚

积极推动金融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组建金融发展局、设立海南自贸区开
放发展基金、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
东岸先导启动区首批地块挂牌出让、
成立国际交易集团有限公司、普华永
道及德勤两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落
地……今年以来的一系列大动作，让
三亚金融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每当盘点三亚产业家底
时，不少人只会想到旅游业、热带高
效农业、高新技术产业、房地产业。
然而今年以来，三亚在金融领域却动
作频频，2019年三亚市政府工作报
告中关于金融业发展的内容更为历
年报告之最，原因何在？“三亚正面临

房地产业转型调整，造成的缺口较
大，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发
展壮大仍需时日；旅游发展硬件、软
件均存在短板，旅游消费亟待升级；
同时，三亚还面临经济外向度低、营
商环境亟待优化、公共服务存在明显
短板等问题，亟待抓住海南建设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这一重要契机，结合城市发展实际，
探索谋划新路径，推动三亚新发展。”
三亚市委副书记、市长阿东说。

承载城市发展新使命，金融业能
起到独特作用。发展好金融业，不仅
能有效服务实体经济，亦能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然而，2018年三亚全市
生产总值为595.5亿元，实体经济对传
统金融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并不明显。

发力金融业，三亚如何布局？
“三亚要用好国家赋予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的金融改革开放政策，大
力发展资本市场。”海南证监局局长
贺玲说，近年来三亚资本市场呈现稳
定发展态势，市场主体数量在省内排
名第二，现有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行
业分布与城市产业结构基本一致，独
特的区位、政策、生态等优势，使得三
亚对外吸引力不断增强。

同时，三亚亦在优化产业布局上
下功夫，全力做大实体经济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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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布局国家
深海基地南方中心、国家南繁科研育
种基地、国家热带农业科学中心、全
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夯
实金融业发展之基。

此外，三亚围绕人才引进、培养、
平台建设和服务保障等方面工作，制

定32项具体举措，着力吸引金融人
才，并积极打造亚太金融（基金）小镇
等平台吸引优质金融企业入驻，为金
融企业提供良好的服务保障，筑牢金
融发展高地。

“未来3年，我们希望小镇注册基
金达到500家，基金量达到5000亿元
以上，将资金聚合起来，用于投资海
南实体经济项目，促进货币交换、商
品贸易、信息交换以及股权方面交易
等，为推动三亚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
金融蓄水池和发动机。”张焱说。

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
表示，三亚要大力发展金融业，特别
是探索发展离岸金融业务，为推进人
民币国际化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多措
并举力争使得人流、物流、资金流更
多汇聚海南、汇聚三亚。

（本报三亚5月11日电）

高规格规划布局 高标准招商引资 高水平建设项目

三亚聚力金融业破题新发展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陈
雪怡 罗霞 通讯员杨帆）防控非洲
猪瘟，一方面要切断病毒传播途径，
一方面要保障市场猪肉供应。海南
日报记者5月11日从省商务厅、省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部门了解到，
经过协调调剂，我省少数没有猪肉
销售的市县陆续恢复猪肉供应。同
时，我省已启动猪肉增储，正有序推

进相关工作，将分阶段、分批次、分
步骤进行物资储备。

5月10日，屯昌恢复猪肉供应，
设置了农博城、昌盛市场、恒兴市
场、中心市场、百佳汇超市、万佳源
超市、百家超市等 7 个猪肉投放
点。5月11日，陵水、保亭、澄迈、乐
东、万宁、白沙恢复猪肉供应，其中
陵水设置了中心农贸市场、北斗农

贸市场、百佳汇超市、广百家超市等
4个放心猪肉供应点；保亭设置了幸
福超市投放点；澄迈设置了金江百
佳汇超市、金江客润佳超市、金江
金长城绿色超市、金江升升超市、
金江惠购超市、福山百得惠购超
市、老城家家旺超市、老城洪都购
物中心等8个投放点；乐东设置了
乐城农贸市场投放点；万宁设置了
万城东关投放点、万城宏信投放
点、万宁市林业局等3个投放点；白
沙设置了凤凰城超市、万家惠超市

等2个投放点。
“我省已于 11 日向相关市县

陆续投放猪肉，有序恢复猪肉供
应。”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接下来，我省将稳步推
进猪肉收储增储，按时保质完成收
储任务，全力做好物资储备工作，
以保证市场供应充足、满足群众需
求，特别是保障下半年的市场供
应，维护社会稳定有序和百姓正常
生活。

（相关报道见A02版）

部署猪肉投放 启动猪肉增储

我省相关市县有序恢复猪肉供应

省领导干部周末学习专题讲座
聚焦海南统计改革创新
毛万春参加学习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王玉洁）5月11日上
午，海南省领导干部周末学习专题讲座在省人大会堂
开讲，邀请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鲜祖德专题讲
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构
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统计体系》。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参
加学习。

鲜祖德长期从事政府统计工作，在统计理论与方
法、大数据应用、统计指标体系、统计标准体系等方面
理论和实践经验丰富。讲座中，鲜祖德从认真学习贯
彻习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推
动高质量发展对统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等四个
方面，系统阐释加快构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统计体系的
重要性。他提出，围绕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总体
要求，国家统计局和海南省政府签订了《海南自贸区
（港）统计改革创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建统
计监测评价体系和统计体系、推动政府统计大数据应
用、加强统计人才培养，深化海南统计改革创新。

副省长刘平治主持讲座时表示，讲座对海南准确
了解《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内容、认清当前统计工作形
势、培养统计工作思维、提高统计工作能力、正确运用
统计数据指导实践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前我省正
在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各市县各部门要提高对统计工作重要性的认
识，学会用统计来指导工作实践。

省领导毛超峰、胡光辉、蓝佛安、肖杰、彭金辉、许
俊、何西庆、康耀红、林北川、陆志远、关进平、王路、沈
丹阳、路志强、马勇霞、史贻云、王勇、吴岩峻、陈马林、
蒙晓灵、侯茂丰参加学习。

本报三亚5月11日电（记者徐
慧玲）5月11日，三亚海棠湾的国家
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内的水稻机械化
覆膜种植示范田测产验收，经测产
专家组测验，“超优千号”超级杂交
稻亩产887.9公斤。专家组认为，水
稻全程机械化覆膜种植技术可进一
步挖掘品种潜力，且省工省力、节水
节肥，具有较好推广前景。

当天测产专家组先考察了整个
水稻示范田，用收割机实割面积

967.15平方米，实收毛谷1229.1公
斤，水分含量10%，按13.5%的标准
含水量核算，测得亩产887.9公斤。

此次测产的示范田由国家杂交
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黑龙江百
顺源现代农业集团等单位联合种植
管理。4个月前，技术人员通过机械
覆膜直播的方法，在三亚水稻国家公
园南繁基地内种下这批“超优千号”
稻种。“超优千号”是由“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院士指导研发的第五期超

级杂交稻，又称作“湘两优900”。
据介绍，水稻机械化覆膜种植

技术是指利用机器设备，将附有水
稻芽谷的可降解膜直接铺地播种的
新型水稻种植技术。袁隆平助理、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
究员吴朝晖认为，机械覆膜直播水
稻体现农业绿色发展的理念，“水稻
机械化覆膜种植技术可实现节水节
肥、不使用除草剂，有利于降低化肥
残留，缓解土壤板结”。

“今年测出亩产880多公斤，没
有去年的结果理想。”此次测产专
家组组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
究所研究员孟卫东分析，今年这批水
稻在前期保苗阶段出现了鼠害等问
题，影响了最终收成。但专家组一致
认为，水稻全程机械化覆膜种植技术
省工省力、节水节肥，水稻全生育期
不施除草剂，符合水肥药综合高效利
用、环境友好的水稻生产发展方向，
具有较好应用推广前景。

关注非洲猪瘟疫情防控

采用全程机械化覆膜种植技术，进一步挖掘品种潜力

超级稻“超优千号”测产887.9公斤/亩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陈雪
怡 通讯员徐鸿峰）海南日报记者5
月11日从省统计局了解到，2019年
第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
产业144家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0.52
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
长9.9%，较全国平均水平高1.6个百
分点，保持较好发展势头。

分行业类别看，文化及相关产

业 9个行业中，有 5个行业的营业
收入实现增长。分别是：新闻信息
服务营业收入3.81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169.1%；内容创作生产4.81
亿元，增长19.8%；文化辅助生产和
中介服务33.17亿元，增长9.7%；创
意设计服务10.61亿元，增长6.9%；
文 化 传 播 渠 道 3.20 亿 元 ，增 长
3.4%。

分产业类型看，文化制造业营
业收入 28.79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5.7%；文化批发和零售业2.56亿
元，增长5.7%；文化服务业39.17亿
元，增长13.4%。分领域看，文化核
心领域营业收入 37.32 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 10.2%；文化相关领域
营业收入33.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9.5%。

一季度我省规上文化产业势头良好
营业收入增长9.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四届丝博会在西安开幕

我省派代表交流学习
本报西安 5月 11日电（记者孙

慧）5月11日，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
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
洽谈会在西安开幕，会期为5月11日
至15日。本届博览会以“新时代·新
格局·新发展”为主题，俄罗斯、柬埔寨
担任主宾国，吉林省、重庆市担任主宾
省（市），陕西省汉中市为主题市。海
南派出代表参会交流学习。

据悉，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既是
中国深化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
经贸合作的平台，也是促进中国东西
部地区联动发展的平台。本届博览会
共组织2000多家境内企业，以及俄罗
斯、柬埔寨、韩国、日本、美国等25个
国家和地区近200余家境外企业参
展。博览会设置1个合作交流馆、4个
产业馆、1个特色产品馆，总展览面积
8万平方米。展馆展示了航空电子技
术、卫星导航北斗应用、智能制造、农
业科技、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等领域
的最新产品和技术，以及还有陶艺、丝
绸、文创产品等轻工业产品。

据了解，5天会期期间，集中举办
涉及经贸、文化、旅游、法律、投资便利
化自由化等领域的30多场国际会议
和论坛活动。我省派出代表参会学习
交流，关注中西部地区在减贫、自由贸
易试验区创新等方面的发展经验。

我省从北京引进
16名“医疗外援”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焦牧
溪 实习生李婷）5月11日上午，在省委人才发展局的指
导下，省科协邀请北京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
阳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和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等医院的16名专家医生来到海
口，分别与省人民医院、海南医学院第一和第二附属医
院、三亚市人民医院签署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专家医
生今后将定期来签约医院进行技术指导，并参加疑难病
例会诊治疗、学术讲座交流、远程会诊等活动。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这16名医生是来自心外科、
胸外科、肝胆外科、泌尿外科、妇产科、乳腺外科、肛肠外
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麻醉科、肿瘤科、肾病科及医
院管理等领域的专家，他们中既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也有博士生导师。签约仪式后，专家医生还前往上
述签约医院开展查房、讲座、会诊和手术示教等活动。

据介绍，此次人才引进活动得到了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及海南医学院的支持，对提升我省医疗水平，促进
我省医学学术交流有积极意义。

省科协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为吸引和集聚海
内外高端人才，省科协积极搭建各类人才引进和培养
平台，先后在美国、日本和欧洲设立了4家海南省海外
高层次人才联络站，设立了6家海南省“海智计划”工
作站，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带项目到海南创新创业。
下一步，省科协将通过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活动，继
续引进国内外医学、教育、科技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参与
海南新一轮建设发展。

海口海关将全面推广
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

本报海口5月11日讯（记者梁振
君 特约记者张振豪 通讯员郝琳琳）自
5月20日起，海关将全面推广实施原产
地证书自助打印，海南企业将足不出户
就可以获得海关签发的出口货物原产
地证书。只要有网络打印条件，企业随
时随地可以自助打印带有签名和印章
的证书，打通原产地业务电子化办理

“最后一公里”。这是海南日报记者5月
11日从海口海关获悉的。

首批实施自助打印的原产地证书
类别共15种，包括中国-澳大利亚、
中国-新西兰、中国-巴基斯坦、中国-
智利、中国-瑞士、中国-冰岛、中国-
格鲁吉亚、中国-新加坡、中国-韩国自
贸协定原产地证书，还包括海峡两岸
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原产地证书、《亚太
贸易协定》原产地证书（输韩国）、非优
惠原产地证书、烟草真实性证书、转口
证明书以及加工装配证书等。

据介绍，企业在办理原产地证书
自助打印之前，需使用电子口岸IC卡
登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或“互联
网+海关”一体化网上办事平台，上传
原产地证书声明栏所需电子签章和申
办员电子签名。凡经过海关审核通过
的原产地证书，可自行打印。

5月10日上午，海口市秀英区在永兴镇东城水库开展抗洪抢险救援军地联合演练，进一步提高紧急状态
下防汛应急救援能力和各部门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本次演练包括清理路障、应急救援及水面抛射器使用、冲
锋舟水上救援、落水人员救护等科目。 文/本报记者 计思佳 通讯员 陈创淼 图/通讯员 郑峻敬

海口秀英区：

抗洪演练 备战汛期

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结束

重大原则决不让步
坚决反对加征关税

希腊和中国在促进
文明间对话上

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访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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